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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學校現況學校現況學校現況學校現況 

本校林董事長朝家先生於民國 58 年秋創設「私立樹人高級藥劑職業學校」，迄今已逾

40 年，由於諸多前輩師生慘澹經營，逐步成長茁壯。本校因辦學績優，奉教育部函，自民國

89 年 8 月 1 日起升格改制為「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首屆招收五年制日間部護理科 6 班、

復健科 2 班、視光學科 2 班；二年制日間部護理科 4 班、視光學科 2 班；二年制夜間部護理

科 3 班。總計日、夜間部 19 班，至民國 99 年學生班級日、夜間部已達 116 班。本校於民國

90 年 9 月 4 日遷入路竹新校區，佔地達 12 公頃，交通便捷，位於中山高路竹交流道西側，3

分鐘車程，鄰近的湖內校區 3.5 公頃，合計 15.5 公頃，二萬餘建坪，嶄新校舍，美輪美奐。

在校園整體規劃考量下，94 年增建附有多功能設施溫水泳池之教學大樓。又同步進行價購、

承租臨近交通要道台糖土地 2.5 公頃，預計建設為學生活動中心與資圖大樓。 

本校各科均極具特色。護理科民國 60 年創立，考照、升學率高；復健科創設於民國 70

年，係繼台大復健系後第二所創設者，並於 95 學年度更名為物理治療科；視光學科民國 70

年創設，則為全國首創，亦為教育部重點發展科系。另資管科、應外科〈英文、日文二組〉

及幼保科，均為 90 學年度改制後新設。改制後 3 年，為期盼達成「全人教育」的目標，於民

國 91 年 6 月 30 日成立「通識教育中心」，93 學年增設醫學影像技術科，並於 96 學年度更名

為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同時改招五專生，95 學年度獲准設立全國唯一「牙體技術科五專

部」。97 學年度再增設職能治療科，99 學年度新設應用英語科及應用日語科（98 學年度原為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及日文組）。民國 98 年本校接受教育部醫護專校評鑑再次榮獲行政類ㄧ等

的佳績。 

本校目前教學單位有護理科、物理治療科、視光學科、應用英語科、應用日語科、資訊

管理科、幼兒保育科、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牙體技術科、職能治療科及通識教育中心共

11 科(中心)，行政單位有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秘書室、技術合作處、資訊圖書處、

教師發展中心、夜間部、軍訓室、人事室及會計室共 11 個處室(中心) 並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以下為本校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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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學校現有資源學校現有資源學校現有資源學校現有資源（（（（請說明師資結構請說明師資結構請說明師資結構請說明師資結構、、、、圖書軟體資源圖書軟體資源圖書軟體資源圖書軟體資源、、、、電腦教學設備等電腦教學設備等電腦教學設備等電腦教學設備等）））） 

(一一一一)、、、、師資結構師資結構師資結構師資結構：：：： 

       本校近年來以維持良好生師比為前提下，積極延聘高階師資，並鼓勵教師進修或以 

   著作升等，師資結構已逐年提升。惟因學生人數成長，99 學年度的高階師資比略降為 31.33  

   ％，生師比為 25.17：1。 

    本校 99 學年度師資結構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人數 2 7 29 90 

全校學生數 4852 

全校應有專任教師數 121.3 

高階師資比 31.33％ 

註：資料基準日 99.10.15 

本校 96 學年度至 99 學年度高階師資比一覽表 

學年度 96 97 98  99 

高階師資比(%) 38.52 41.77 32.76 31.33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96 學年度至學年度至學年度至學年度至 99 學年度生師比一覽表學年度生師比一覽表學年度生師比一覽表學年度生師比一覽表 

本校比例(學年度) 
生師比 部訂比例 

96 97 98 99 

日間部 25：1 17.84：1 18.78：1 19.45：1 21.91:1 

全校 40：1 21.64：1 22.28：1 22.88：1 25.17:1 

 (二二二二)、、、、圖書圖書圖書圖書軟體軟體軟體軟體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本校圖書館位於行政大樓四、五樓，總面積約 638 坪，閱覽座位 252 席。全館設施

新穎完備，四樓分設流通區、閱覽區、資訊檢索區、書庫區、期刊區、參考書區，五樓

為多媒體室、家庭劇院、閱覽區及文物典藏室。 

館藏以各學科基礎型及學習型資源為館藏之基礎，以各教學單位之專業圖書資訊資

源為主要蒐藏範圍，並擴及其他相關學科為次要蒐藏範圍。99 學年度館藏資源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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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文圖書 外文圖書 中文期刊 西文期刊 電子期刊 電子資料庫 視聽資料 報紙 

111,811 23,941 427 100 17,952 50 3,742 10 

自動化系統及設備採用鼎盛公司 TORICA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包含採訪、編目、

流通、期刊、公眾查詢模組，提供 WWW 檢索介面，讀者可隨時遠距查詢館藏目錄及個

人借閱狀況，且透過系統可自行續借圖書、預約圖書、薦購新書及更新個人資料。 

資訊檢索區設置個人電腦 14 台及印表機 2 台，提供師生上網檢索館藏及網路資源，

並透過公用電腦即時登記管理系統進行公用電腦的使用管理。在館藏電子資源的利用上

更進一步建置 SSL VPN 系統，師生在校外透過 web 網頁認證也可順利地使用圖書館的

各種電子資源。為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多媒體室設置個人電腦 26 台，提供學生利用

各項多媒體視聽資料，於課後進行自我學習。 

(三三三三)、、、、電腦教學設備電腦教學設備電腦教學設備電腦教學設備：：：：  

本校擁有完整的校園光纖網路(高階 Single Mode)，各大樓均設有高速網路交換器，

網路採用雙核心 Giga 主幹架構，爲 Giga 頻寬。提供學校網路良好的品質、順暢的資訊

管道。校園骨幹網路區分為七區：機房設備區、圖書館區、C 棟行政區、A、G 棟教學

區，湖內校區以及學生宿舍區。網路節點統計達 2300 多個。機房設備區以 1G 超高速

乙太網路連接核心交換機，並使用星狀拓墣串聯校園網路。本校學術網路的 Giga 頻寛

速率為 300MB，與科技大學同等級。另成立專用國際頻寬 30M ADSL 專線、湖內校區

40MB 光纖網路、提供教學區域無線網路環境，透過 RADIUS 採用以帳號為基礎的控管

方式，加入跨校園漫遊機制，使用者可跨校漫遊。 

電子資訊組管理一間 70 部個人電腦的專業電腦教室(A305)，支援全校計算機概論

課程與資訊教育訓練課程使用，並於課餘時間開放全校師生使用。電子資訊組辦公室亦

設開放式公用電腦專區。全校機房管理採雙機房環境，完整的回復機制，更新網際網路

伺服主機，加強網頁代理功能，強化網路連線頻寬管理機制。在軟體方面，本校使用之

軟體，均編列教學相關預算，取得合法授權。另外，針對個別伺服器裝設防毒軟體監控

及建置網路管理系統，包括網管流量自動偵測系統、垃圾郵件防治系統等，以便隨時掌

控校內網路流量，與即時偵測校內個人電腦是否感染電腦病毒，分析網路單一 IP 超量使

用、網路惡意掃描、病毒偵測、與駭客攻擊等行為，藉以提升網路服務及有效管理校園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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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資訊安全長由校長擔任，委由電子資訊組負責建立校園資訊安全監控處理機

制。對於資訊安全與網路流量異常事件採取發現事件立即處理。本校並加入國家資通安

全會報通報應變組的資安事件通報網站，使發現資安事件時，能夠正確、快速執行通報

作業。另外，本校網段為 16 個 Class C，充分規劃給各科處室之實體 IP，讓各科處室能

更廣泛使用 Internet 服務於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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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各科中心專業教室各科中心專業教室各科中心專業教室各科中心專業教室：：：：  

本校各科之專業教室堪稱完備，除了提供學生理論之吸收外，更能經由各專業教室

之設備得到實務上的練習場所。以下為各科之專業教室簡介。 

通識教育中心 

共設置游泳池一座、健身房一間、階梯教室二間、美術教室一間和音樂教室一間等

專業教室，配置多媒體視聽設備，提升教學效果。 

護理科 

共設置基本護理學、身體評估、內外科、產科、兒科、精神科等專業模擬病房、示

範教室及社區推廣室，採用各醫療中心專業且先進之設備，提供整體完善之技術練習場

所，增加學生模擬技術時之真實感。以及設置臨床技術自學教室，提供學生依照個人的

程度於課餘時間練習技術。 

除了護理專業教室外，並設置有化學與微生物等專業實驗教室，提供學生良好之實

驗場所，加強基本學科相關知識及實務。 

物理治療科 

共設置高齡者模擬體驗與照護學習教室、骨科暨小兒物理治療示範教室、神經物理

治療示範教室、體適能促進教室、物理因子治療學示範教室(一)(二)、水療治療示範教室、

骨科暨運動治療示範教室、呼吸循環物理治療示範教室、兒童治療示範室、義肢輔具室室室室

等專業教室，採用各醫療中心專業且先進之設備，提供整體完善之技術練習場所，增加

學生模擬技術時之真實感。 

除了物理治療專業教室外，並設置有解剖學、生物、微生物、營養與生理等專業實

驗教室，提供學生良好之實驗場所，加強基本學科相關知識及實務。 

視光學科 

共設置基礎驗光教室、配鏡磨邊教室、基礎光學教室、隱形眼鏡教室、進階驗光教

室、視聽多媒體教室、視力保健推廣教室、太陽眼鏡檢測實驗教室、眼鏡實習示範教室、

湖內區眼鏡研磨實驗教室、物理實驗教室等專業教室，採用各式專業且先進之教學設

備，提供整體完善之練習場所，增加學生演練時之真實感。 

應用英語科 

共設置英語自學中心、英語資源教室、家庭劇院與全方位多媒體語言教室(英語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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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中心)等專業教室。本科亦採用最先進軟體設備，包含各項線上練習軟體，語言學習網，

線上全民英檢題庫，多益模擬試題，LiveABC 英語學習網等線上學習課程，培養學生具

備專業能力，提供學生良好英語學習環境。 

應用日語科 

共設置全數位專業語言教室、日本情境教室等專業教室，採用最先進的軟、硬體設

備，含線上練習軟體，語言學習網，線上日本語能力檢定題庫，日語五十音等線上學習

課程，培養學生具備專業能力，提供學生良好語言學習環境。 

應用外語科 

共設置多媒體語言教室、全方位多媒體語言教室(英語檢測中心)、全數位專業語言

教室、日本情境教室等專業教室，採用最先進的軟、硬體備，含線上練習軟體，語言學

習網，線上全民英檢題庫，多益模擬試題，LiveABC 英語學習網等外語線上學習課程，

培養學生具備專業能力，提供學生良好語言學習環境。 

資訊管理科 

共設置程式設計暨系統專業教室、證照輔導實習教室、電腦硬體維修工作站、管理

資訊教室、行動數位多媒體教室、Web 3D 虛擬實境實驗室、健康資訊服務教室、電腦

硬體裝修教室暨專題製作專業教室、資料庫實習教室、遠距教學製作室、多媒體專業教

室及網路實習教室等專業教室十二間，提供學生良好之專業場所，加強基本學科相關知

識及實務。 

幼兒保育科 

共設置幼兒知動藝能教室、幼兒教材教具、媒體製作及多功能綜合教室、照護教室

(一)(二)、幼兒教保活動教室、琴法教室、體能律動室、分組教室(一)(二)、合奏教室、

樂器儲藏教室等專業教室，其教學設備完善、充實新穎，其中之保母照護教室於九十四

年四月經行政院勞委會評鑑通過，可做為新制保母術科檢定考試之試場。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 

共設置超音波實驗室、放射物理實驗室、放射暨影像技術實驗室、電子儀表實驗室、

影像處理實驗室及放射治療實驗室等專業教室，採用各醫療中心專業且先進之設備，提

供整體完善之臨床醫療練習場所，增加學生模擬技術時之真實感。 

牙體技術科 

共設置固定義齒實驗室、活動義齒實驗室、牙科陶瓷實驗室三間牙體技術專業教



 10 

室，採一人一機制，提供整體完善之技術練習場所，增加學生模擬技術時之真實感。另

有牙科材料實驗室，擁有基礎材料分析及製程設備，可讓學生瞭解材料製造及特性。 

職能治療科 

共設置職能治療技術學、日常生活活動訓練教室等專業教室，根據目前醫療院所職

能治療臨床設備所設置，提供整體完善之技術練習場所，增加學生模擬技術時之真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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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學校發展方向學校發展方向學校發展方向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及執行重點特色及執行重點特色及執行重點特色 

（一）總目標： 

發展本校成為一所含醫護、資訊、語文、幼保等領域的一流高等技職教育學府。 

（二）執行重點特色： 

規劃安全及美化之校園、因應社會人力市場需求調整招生科系、規劃專業、實務、

通識、語文、網路資訊課程、提高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例、加強國科會研究案爭取與

國內外期刊論文發表、訓輔專業化、人性化、創造樹人樹德校園倫理。 

(1)教務處方面： 

本校發展之重點特色為培養具人文氣質之醫護技術及管理人才，促進發展健康社

會。本校教學目標有二：第一，加強學生生活教育，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兼顧專業技

能與人文素養，營造樹人樹德的的優雅品德，建立全人健康教育之優質校園。第二，

培育學生不僅能成為具備專業知能的科技人，更能成為具備宏觀視野的文化人，促進

發展健康社會。 

(2)學生事務處方面： 

為培育學生具備3C 素養-Charity（服務濟世之胸懷）、Capacity（專業知識之能力）、 

Civilization（人文素養之品德），學生事務處提供多元適性的學習環境，積極加強導師

責任制度、推動各類教育、重視社團活動辦理及服務學習、獎勵優秀檢定與證照資格、

加強危機處理能力、實施安定就學方案照顧弱勢等。期望學生重榮譽、守紀律、熱愛

生命、發揚校譽、關懷社區，培養服務人群之情操，具備專業知能及人文素養，與友

善溫馨之校園文化密切配合。 

(3)總務處方面： 

因應學校發展需求，將持續增購、租賃校地，增建教學、研究、體育、活動等設

施；適時更新與增建環安、保全與消防等校安系統；校園綠化及美化則是本處一貫堅

持，期許師生在溫馨、舒適與安全的校園環境中教學與學習，快樂生活與成長。 

(4)人事室方面： 

本校人力資源管理目標在於因應校務發展的趨勢，配合校園文化的導向，建立人

性化的服務態度及完善的典章制度，提昇服務品質與效能，並營造一個高效率、高和

諧及高品質之工作環境，以達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5)資訊圖書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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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總館藏量近14萬冊(種、件)，已達技術學院館藏圖書10萬冊、各科專業現

期期刊20種之規模，並逐年依學校發展方向及重點特色，配合增設科系及師生資訊需

求徵集教學與研究資源。同時在其他軟硬體設備不斷的更新擴增下，透過具備圖書資

訊專業能力的工作團隊提供全校師生完善的資源與服務。電子資訊組自學校改制後，

即有計畫地逐步擴充計算機資源，發展五大構面，創新技術與設備支援教學研究、整

合發展與維護校務資訊系統、建構安全與快速校園網路系統、支援推展與建置網路教

學服務、積極規劃與推廣資訊教育活動等，現已建立良好的使用與管理制度，並逐步

依計畫執行及維運。  

(6)通識教育中心方面： 

本校通識教育以全人教育為理念，以培育術德兼修人才為目標。藉由通識課程與

相關活動，使本校學生兼具基礎學術與生活能力，齊備公民意識與人文素養，期能培

育專業、人道、博雅與宏觀之現代公民。 

1.建立「全人教育」的教育理念，提供多元化的課程，以培養終身學習教育為目標。 

2.增闢人文、社會、醫學整合課程，培養學生具備關懷社會、己飢己溺並富人文涵養

的「醫護人員」及「專業人才」。 

3.加強本國及外國語文能力的培養，具備聽、說、讀、寫能力，以適應就業需求及國

際交流趨勢。 

4.規劃人際關係與溝通、生活社交禮儀、國際禮儀等相關課程，培養學生尊重、協調、

關懷與團隊合作之能力，並能表達、溝通與分享。 

5.結合「社區服務」機會，培養學生服務的人生觀，進而關懷人群、關懷社會。 

6.成立生命倫理教育中心，使學生在醫護專業之外，更具備樹人樹德的知識與涵養，

成為醫療院所病人最受歡迎的醫護人員。 

7.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豐富學習內涵與擴大視野。 

(7)護理科方面： 

本科秉持「仁慈、博愛、樹人、樹德」之校訓，培養學生具備人文、科技、知識、

活力之特質，培育出『稱職』而能被病人或民眾與其家屬所「信任」的基層護理人員，

以提供全人照顧。  

1.根據教育部所頒發之專科（學制）課程標準，以培育護理專業通才為主，運用護理

過程之概念，傳授就業技能，亦重視「通識教育」課程，以加強學生人文素養之

培養，達成「全人教育」的護理專業。期能培育符合業界需求之專業人才，減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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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性失業並發展護理專業各類相對應科系，以培養多元領域人才。 

2.依照校訓之理念，延伸護理科教育理念為：以「關懷」為本質，培育學生於畢業時

具備「一般照護技能」、「一般基礎醫學」、「問題發現與改善」、「尊重生

命與關懷」、「敬業樂群」與「自我成長」等能力。 

3.依據社會脈動與醫護科技之進展，配合模擬病房提供虛擬情境教學，設計順應醫療

趨勢與符合臨床真實情境之課程。 

4.為符合產業需求，課程規劃以配合業界人力需求及產業結構作調整。並加強產學合

作，以「產學合作」專案與實習機構進行學術交流，促進合作產業革新與發展，設

立產學合作小組加強與業界資訊交流、資源共享與經驗的合作，發展專業領域新知，

亦提高學理與實務結合，加強技職教育與產業需要的接軌。  

(8)物理治療科方面： 

互動的師生關係，創新的教學理念及完善的課程規劃。以臨床儀器設備輔佐教學，

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積極輔導畢業生參加考試院之物理治療師國家證照檢定考試。

增聘博士學位之國內外專業師資，以培育物理治療專業人才。建立國內醫院之建教合

作，增加教師臨床實務經驗，提供學生適當之實習場所，以配合國內物理治療專業的

人才需求。   

(9)視光學科方面： 

本科創設目的就是要協助培養國內視光學領域的專業人才，以提升驗光配鏡的品

質，期能對國人視覺保健之工作有所貢獻。本科之培育目標如下： 

1.培養學生具備眼睛護理保健的專業能力。 

2.培養學生具備鏡片加工處理的專業能力。 

3.培養學生具備各式鏡片裝配的專業能力。 

4.培養學生具備眼部屈光檢查的專業能力。 

5.培養學生具備雙眼視能訓練的專業能力。 

(10)資訊管理科方面： 

資訊管理科以培育學生未來能夠在醫護單位及企業中擔任基層或中階資訊管理

專業人才為教育目標，舉凡科務發展計畫之擬定、課程設計、師資聘任、證照輔導

及設備規劃等，均朝向此目標方向努力。資管科重點發展特色如下： 

1.務實本位課程發展，符合產業需求。 

2.鼓勵在職進修研習，提升教師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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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善整體教學環境，強化教學品質。 

4.鼓勵參與專題競賽，建立學習自信。 

5.重視科際合作，展現醫護管理特色。  

(11)幼兒保育科方面： 

幼兒保育科未來發展重點，除了落實0-6歲幼兒托育專業知能外，並積極與本校

護理科軟硬體資源互相結合，尤其著重0-3歲嬰幼兒托育之課程規劃與實習制度的實

施，以因應社會與嬰幼兒照護之需求。同時，發揮幼兒保育科專任教師國內外的教育

背景，與多樣性領域之專長(包含幼兒藝術、幼兒文學、家政、護理與特殊教育)，強

化幼兒保育科教學內容多元化的教育內涵與精神，培養學生未來從事托育工作，與照

護外籍配偶子女的競爭力更為充實；以符合培育下列基層專業人力之目標。 

1.培育學生成為兼具學理認知與實務技能之優秀教保人員。 

2.培育學生成為勝任照護特殊需求幼兒之保育人員。 

3.培育學生成為具有國家證照之專業保母人員。 

4.培育學生成為推動社區教育之基層人員。 

5.培育學生成為幼兒音樂、幼兒舞蹈、兒童教育產業與機構管理之從業人員。 

(12)應用英語科方面： 

因應國家經濟發展及國際化之人才需求，以專業技能、人文素養及健全人格為目

標，教授外國語文、外語教學、觀光休閒與商業管理等相關理論與實務，培養具有國

際觀的語言人才。 

1.培養專業語文人才，以配合國家各界之需求。 

2.從聽、說、讀、寫、譯等能力提昇，結合多元化電腦與語言教學設備，提供專業化

的外語訓練，落實外語應用與溝通。  

3.積極輔導學生參加英文檢定考試，落實語言人才培養，以利於學生預做就業與升學

之規劃。  

4.以視訊、圖書、語言設備輔助教學，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 

5.鼓勵教師參與學術活動、研究、著作、進修、升等，以提高本科學術水準。 

6.締結國外姊妹學府，進行學術交流，交換學生及提供學生海外研習活動、留學管道，

以擴展學生國際視野與生涯規劃。  

 

 



 15 

(13)應用日語科方面： 

在面對日益國際化的社會，語言為所有學科的必備工具，本科除積極發展應用日

語科之特色外，也持續加強與本校其他九大科系的互動與聯繫。培養理論與實務並

重，具備誠實品德、團隊精神、國際視野、卓越日語能力之人才為宗旨。 

 (14)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方面： 

由於現代醫學影像處理與分析技術日新月異，以及系統的數位化、網路化、及

程式化，所以國內確需結合資訊、影像與放射技術之專業人才。本校設立本科之目

的，希望能整合醫學、理工和資訊之領域，成為培育現代醫學影像暨放射人才之科

系，藉由教育與實習、實務整合將提供各大醫療院所所需之放射技術人才。生物醫

學之研究助理專業人才或再深造之基礎培育。本科未來將是充滿挑戰與機會的絕佳

科系。 

1.培養學生具備數位醫學影像產生的專業能力。 

2.培養學生具備數位醫學影像處理的專業能力。 

3.培養具備數位醫學影像儲存及傳輸技術專業的能力。 

4.培育學生通過放射師證照考試。 

 (15)牙體技術科方面： 

本科為南台灣最先設立的牙體技術專業系科，肩負著培育優質牙體技術專業人

才及提升台灣整體牙體技術水準之重任。自民國95年成立至今，本科之設備及規

模，普遍受到業界之肯定。因此，牙體技術科之教學特色在本校乃至於全國技職教

育體系中，佔有相當重要之角色。為保持本科之特色，提升學生掌握義齒製作之最

新知識，將善加運用本校醫護技術基礎與資源，在課程設計上著重培養具有牙體技

術能力之人才，教學中不斷引進新的牙體製作技術與新的牙科材料的發展。研究上

針對本科之特性與現有之師資人才，朝向牙科材料之開發，包括發展金屬、陶瓷等

材料。 

根據以上的培育目標與發展願景，訂定學生學習基本能力指標及教學研究發展

目標。 

1.固定義齒製造能力。 

2.活動義齒製造能力。 

3.矯正裝置物製作能力。 

4.材料應用能力。  



 16 

 (16)職能治療科方面： 

由於老年人口、心理疾病患者、早產兒及高危險群嬰幼兒逐年增加，以及社會

大眾意識到健康生活品質的重要性，職能治療專業人員需求量逐年來大幅提升。互

動融洽的師生關係，創新的教學理念及完善的課程規劃為本科之特色。本科旨在培

育優秀職能治療專業人才，除強化學生職能治療臨床之能力外，更以臨床儀器設備

輔佐教學，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積極輔導畢業生參加考試院之職能治療師國家證

照檢定考試。培養具備專業知識、人文素養以及醫學倫理的優秀職能治療人才。  

(17)美容保健科方面： 

本科為100學年度新設科系，以培育具有美容保健之專業人才為宗旨，並結合

本校豐沛之醫護資源，以健康正確的養生保健知識，致力於美容與保健產業之整

合，使學生能擁有最新之美容保健知識。 

課程規劃為兩大主軸：『醫學美容專業技術』與『養生保健』，著重於現代醫學美容

科技專業知識之傳授與學生美學創造思考能力之訓練，除培訓學生具有醫療美容科

技專業知識外，並以「保健」為核心，教授有關生理、營養護理概念等之課程，使

學生在畢業後能順利進入職場，成為健康美容、養生保健領域之專業技術人員。配

合本位課程規劃，本科學生於畢業前可報考丙、乙級美容師證照、自然醫學保健師、

芳香療法師及健康管理師等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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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本本本本（（（（100））））年度發展重點年度發展重點年度發展重點年度發展重點 

根據本校99～104學年度中程發展計畫之100年度發展重點如下： 

（一）擴增校地：評估學校改制技術學院整體發展規劃之幅地需求，目前已談妥租賃鄰近台

糖所有之土地改為學校用地，正規劃增建資訊圖書館及多功能體育館。 

（二）規劃校園：美化、綠化校內及校園週邊地區，使校園設施及景觀充滿藝術與文化氣息。 

（三）師資水準：逐年提昇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比例，至99學年度已達31.33%，超過改制技術

學院標準。   

（四）研究計畫：積極組成跨校、跨科研究團隊，提出整合型研究計畫。 

（五）研究水準：鼓勵教師將研究論文發表於獲國科會推薦之各專業優良期刋。 

（六）國際合作：積極推動與學術水準相當之國際學府締結姊妹校，鼓勵學生海外遊學，推

行雙聯制或學制接軌等學術交流。 

（七）調整科班：99學年度已將應用外語科之英文組和日文組分別新設獨立成為應用英語科

和應用日語科，並擬於100學年度增設美容保健科。 

（八）改制升格：本校於99學年度之助理教授以上師資達31.33%，日間部生師比達21.91：1，

全校生師比達25.17：1，配合其他空間、設備均已超越改制技術學院各項條

件，只要教育部政策許可，可適時提出改制技術學院計畫書。 

（九）增建教室設備：預定於100年8月底完成興建6層樓36間教室設施並啟用。 

（十）湖內校區再生利用：本校目前有視光科研磨實驗室進駐使用湖內校區，未來將規劃牙

體技術科與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等進駐，以增加本校之空間利

用度。 



 18 

貳貳貳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 

一一一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一、教學儀器設備 1.資圖處： 

更新網路教學伺服主機、網路教學平台系統、同步教學視訊系統及等 

設備。 

(1)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36 目標 6 技術研發與設備支援教

學研究。 

(2)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38 目標 9 推展與擴增網路教學服 

務。 

(3)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38 目標 9 下的策略(1)網路教學攝

影棚設備補強，專人負責網路教材製作，強化遠距教材製作能

力。 

  更新校園網路骨幹升級模組及電源穩壓器等設備。 

(1)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37 目標 6 下的策略(1)逐步汰換校

園光纖網路，提供順暢的教學支援管道。 

(2)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37 目標 8 持續建置安全與快速校

園網路環境，支援教學研究。 

2.護理科：擬更新 A607 兒科模擬病房、A604 內外科模擬病房、A605

產科模擬病房、A504 基護模擬病房、A506 臨床技術自學教

室、A613 身評教室、A315 社區健康推廣室、A511 精神科

團體治療病房、A505 基護示範教室、A610 產兒科示範教

室、A606 內外科示範教室、G401 健康護理推廣教室、A608

高齡者照護模擬病房、A603 心肺復甦術示範教室等設備。 

(1)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96 目標 2 下的策略策略（2）擴充

臨床技術自學教室與系統。策略（3）配合臨床與教學需求，

充實模擬病房設備。 

(2)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96 目標 4 下的策略（1）定期針對

課室教學與臨床實習銜接與整合形成共識與擬定策略並執行。 

3.物理治療科：擬添購骨科物理治療教室 C503、呼吸循環物理治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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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C505、體適能促進教室 C506、物理因子治療學示範

教室 C507、物理因子治療熱療教室 C509、神經物理治

療教室 C611 及骨科物理治療室 C612 等專業教室設

備。提供學生多元發展之競爭力：開設課程模組包括「長

期照顧模組」、「運動傷害防護員模組」、「體適能模組」、

「醫療器材與輔具模組」，需要增購器材並搭配課程教

學。 

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114 目標 1 之策略(3) 持續申請教育部 

年度獎補助款、「提升整體教學品質」等專案補助計畫，以擴增臨 

床儀器設備，發展科系重點特色。 

4.職能治療科：擬增加生理疾病職能治療教學資源及設備。 

(1)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中 P130 短期目標 2 持續建構職能

治療技術學教室、兒童職能治療教室以及日常生活功能訓練教

室。 

(2)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中 P133 中程目標 3 下的策略(2)配合

臨床與教學需求，逐年充實專業教室設備。 

(3)符合 P132 中程目標 1：逐年強化教學研究設施。 

5.視光學科：擬更新 C411 配鏡專業教室等教室設備。 

(1)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147 目標 4、建置特色實驗室擴充

儀器設備之策略(5)研提專案計畫爭取採購經費以充實本科教

學研究設備。 

(2)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中 P153-P154 六、設施支援內容之

(二)持續建構專業教室及實驗室 (99 至 104 學年度) 1、擴充現

有專業教室設備(2)驗光專業教室設備、(3)配鏡專業教室設

備、(4)隱形眼鏡專業教室設備。 

6.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擬購買數位儲存示波器、數位合成信號產

生器、0.6cc 法碼游離腔校正射源等設備。 

(1)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161 目標 1 策略 2：添購放射治療

實驗室相關教學設備、醫學影像實驗室之醫學影像處理電腦及

工作站、超音波檢查儀與影像傳輸（PACS）系統之連線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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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物理實驗室之熱發光劑量計讀系統、研究相關設備等。 

(2)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160 目標 2：建置醫學影像產生、

傳輸、儲存暨處理實驗室。 

7.牙體技術科：擬購買自動 CAD/CAM 掃描系統、空壓機及表面粗度  

             儀等設備。 

(1)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174 目標 1 下的策略（1）召開設備

規劃委員會，定訂適當之儀器設備規格數量，妥善規劃購置儀

器設備，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 

(2)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186（二）預計建置牙科陶瓷實驗

室。 

(3)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187（三）預計更新擴充固定義齒 

  實驗室。 

8.幼保科：擬購買嬰兒照護模擬訓練套組、互動式電子白板、立體人 

偶與一批樂器等設備。 

(1)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189 目標 1：擴增招收五專新生，

需增設備。 

(2)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190 目標 9：配合本科課程特色及

區分學群。 

9.資訊管理科：擬建置行動多媒體影音平台。 

(1)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206 中程目標：  

發展目標 1：強化師資陣容、充實教學軟硬體設備 

發展目標 2：強化學生職場競爭力，落實「能升學、可就業」

之教育目標。 

(2)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205-206 短程目標，鼓勵本科師生

參與各類資管研討會及校外競賽，藉以強化實務能力，將理論

與實作課程相融合。 

10.應用英語科：擬購買單字速記法學習軟體。 

     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232 目標 3：落實語言人才培養，並 

     積極輔導學生參加語言檢定考試以利預做升學及就業之規劃。 

11.應用日語科：擬購買日本男女用和服、日本茶具組及單字速記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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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軟體等軟體。 

(1)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243 目標 2：豐富學習內容，提升

學習風氣。 

(2)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244-245 目標 5：持續充實教學設

備及圖書。 

(3)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245 目標 7：加強日語能力檢定輔

導。 

12.美容保健科：擬申購建置專業教室設備。 

(1)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256 短程目標 2：逐年強化教學設

備與研究設施。 

(2)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256 中長程目標 2 策略（1）：設計

美容、美體、造型及體適能訓練等之實作課程。 

二、軟體教學資源 

（一）圖書、期刊及

視聽教材增添 

 

（二）教學研究及學

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設備增添 

1.資圖處：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35 目標 1：充實各類型館藏資源，

發揮支援教學研究的功能，及 P36 目標 4：提升數位化與網

路化的圖書資訊服務，添購圖書、期刊及視聽教材。 

(1)增添各項軟體教學資源，支援各科教學研究需求。 

(2)增購訂閱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社會科學類。 

(3)擴充各類科國家證照考試、技能檢定及升學相關用書。 

(4)因應新設科系需求，增購日文書刊。 

(5)加強法律、史地、藝術等通識課程圖書。 

2.學務處：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14 目標 1 策略(2)第四點鼓勵學

生社團參與服務學習活動，藉由服務社區、服務中小學童

等機會，學以致用，與社會產生密切的互動。從服務活動

的參與，獲得有組織的服務經驗，也體認社群「互助合作」

的精神。並經由服務過程、反思與慶賀等歷程，肯定自我

價值。以及 P15 目標 2 策略(3)活絡校園體育教學，拓展學

生運動機會。為增進學生體適能能力、強健體魄、並照護

學生健康，推動學生運動社團辦理校園體育活動，增加並

帶動校園運動風氣，擬購置學生醫療服務性社團活動所需

設備，如紫外線殺菌燈、隧道式血壓計、攜帶式低能量雙

向位電擊器、心肺復甦術訓練模型、全自動高壓滅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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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製冰機、手提式無線擴音機、數位攝影機、數位相機、

碎紙機、掃描機、網球發球機等設備。 

三、校園環境安全維

護 

所提出『校園安全監視設備』符合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P30，短程目

標之目標三策略(2)加強校園安全設施及更新消防設備及 100 學年度年

度工作重點第 9 項持續汰換校園安全監視主機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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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依據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升格改制技術學院及推動技職發展特色為本校努力達成

之目標。為達此目標，提昇教師素質及提昇學生實務能力為本校之發展重點，並據此訂定獎

助項目以達成效。 

項   目 重  點  發  展  特  色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 獎助教師進行學術、實務性專

題研究 

� 補助教師參加校外研討會及

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 

� 舉辦學術活動及講座 

�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著作、作品 

� 獎助教師進修 

� 獎助教師送審升等 

� 獎助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 獎助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各類

競賽活動 

� 獎助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各類

證照考試 

� 獎助教師執行各項產學合作

案 

一、提昇教師素質 

（一）提昇研究風氣，發展教師學術專長 

1.積極獎勵教師進行各項學術研究，以校內研究案

為發展基礎，並鼓勵教師積極申請國科會研究計

畫、其他政府機構委託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以

提升技職教學水準，建立本校技職地位。 

2.獎勵教師參加校內外研討會及出席國際性學術

會議，加強本職學能，並取得各項相關證照，

以提高教學品質，回饋學生。 

（二）提昇高階師資比率，改善師資結構 

1.獎助教師以在職進修、留職停薪、選派進修等方

式取得博士學位。 

2.鼓勵現有教師以著作或技術報告送審升等，提昇

高階師資比率。 

二、提昇學生實務能力 

（一）規劃重視專業、實務、通識、語文、資訊課程 

舉辦以「專業知能」、「實務能力」、「人文素養」

為架構之學術活動及講座，以協助教師整體課程

設計。  

（二）精進教學品質，提昇考照率、升學率及就業率 

鼓勵教師自製教具教材、指導學生專題製作及參

加教學有關之創作比賽、製作幻燈片、投影片講

義、模型等教學媒體，提昇教學效果與促進學生

理論與實務印證，提高教學成效，使學生順利取

得專業證照，作為升學及就業之準備，達成技職

教育目標。. 

三、發展技職特色 

（一）推動產學合作 

 鼓勵教師積極爭取產學合作計畫，因應產業變化

趨勢，發展各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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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證照考試 

鼓勵教師輔導學生考照，落實技職教育特色。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 

� 補助行政人員參加研習、訓練 

� 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一、提昇行政人員服務品質及效能 

（一）鼓勵行政人員參加校外業務研習、短期在職進修、

證照訓練等，以精進專業知識與技能，提高工作

效能。 

（二）舉辦各類教育訓練培養專業素養，提高服務品質。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一、延攬聘請專業師資 

校園社團多面向、多元化的發展，已成為現代趨勢。

站在輔導立場，可以發現專業師資不足，是所有社

團發展的障礙，尤其是藝能類社團，師資甚為缺乏

(如：話劇、熱音、街舞社等)。因此，延攬聘請專業

師資，為工作重點。 

二、增進社團指導之教學品質 

定期派員參加學生事務與輔導研討會，或鼓勵社團

師資多多參與校外社團交流活動，並擴大辦理社團

指導老師研習，邀請專家學者到校分享指導學生社

團之經驗，使教師之專業知能可有效率、效能地全

數傳授予學子，以提昇社團指導之教學品質。 

三、發展具校園特色之專業社團 

配合教育部「一人一運動、一校一團隊」政策，並

視學校本身之特色及社團經營成果，利用社團評鑑

方式，篩選出績優之運動性社團，全力扶植培養，

使其成為具競爭力、且具校園特色之專業社團，並

以此帶動校園社團活力，激發其他社團發展潛力。 

四、配合教育部推行之志工及服務學習活動 

本校從 95 年度開始實施社團團隊至偏遠中小學當資

訊志工及健康促進服務志工，獲得多方好評，期望

此服務學習精神能擴大推廣讓更多人受惠。鼓勵學

生加入志工行列，推廣義工行為，可同時促進學生

專業素養，藉由參與社區活動、服務中小學童等服

務過程、反思與慶賀等歷程，讓學生學以致用，

與社會產生密切的互動，從中體驗「做中學」之

精神，並獲得肯定自我價值的機會。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一、重視實務課程，提昇學生實務能力，發展技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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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設模擬病房設備，使學生於模擬情境中熟練技

術及熟悉臨床情境。 

（二）充實實驗設備，精進學生專業技術。 

五、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增聘高階師資並以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全校專任師資

40%以上為標準，以提升教學品質及學術研究水準，達成

本校升格改制技術學院之目標。 

六、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減輕學校人事成本負擔，以充實軟

硬體設施，提升教學品質。 

七、資料庫訂閱費(1 年期) 訂閱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社會科學類，建立不受時

空限制的線上專業資料蒐尋功能，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

究及學習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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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經費支用原則經費支用原則經費支用原則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本校訂定「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辦法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辦法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辦法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辦法」規定各相關單

位的業務職責，於 97 年 12 月 30 日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一）資本門： 

1.專責小組會議依下列原則分配，決定各單位之分配預算額度，並依各單位經費

需求項目，排列優先順序提報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陳報  教育部。 

（1） 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及教

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認列須知」

與本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資本門分配原則」分配各單位經費。 

（2） 依據各科去年採購執行率。 

（3） 各單位行政配合度。 

（4） 各單位提出之計畫規劃。 

2.各教學單位依各科之中長程發展計畫與經費額度，提出「資本門經費需求調查

表」，經科(中心)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提交專責小組會議討論。 

3.總務處則針對校園安全及環保設備進行規劃，向專責小組提出需求。 

4.圖書館收集各教學單位建議書單及學生事務處參考學生社團需求，彙整後向專

責小組提出需求。 

5.支用時依本校採購程序及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6.新設之美容保健科及職能治療科將給予特別額度滿足基本設備需求。 

（二）經常門： 

經常門部分由學生事務處、技術合作處、人事室及教師發展中心等單位規劃各項

經費之編列及執行，為鼓勵老師踴躍提出申請以達到改進教學之目標，老師依各

獎勵補助辦法提出申請案再經各單位負責之會議審議，審議通過後依申請內容執

行，學務處、技合處、人事室及教發中心負責管控。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劃單

位如下表: 

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劃單位 

支用項目 規劃單位(審查、執行與結報) 

研究 技術合作處 

研習 教師發展中心 

進修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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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技術合作處 

升等送審 人事室 

改進教學 教師發展中心 

編纂教材 教師發展中心 

製作教具 教師發展中心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人事室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學生事務處 

補助教師薪資 人事室 

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 

（一）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錄。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相關會議紀錄。 

（三）獎助教師獎勵辦法。 

（四）採購辦法與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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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預期成效預期成效預期成效預期成效 

一、年度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十） 

（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 

            附表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 

（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附表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 

（六） 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七） 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 

（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說明書 

（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十）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附表   經常門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 

項     目 預  期  成  效 

一、教學儀器設備 1.資圖處 

配合資訊圖書處 99-104 學年中長程計劃，符合短程目標 6：『技術

研發與教學研究設備支援』、目標 8『持續建置安全與快速校園網

路環境』、短期目標 9：『推展與擴增網路教學服務』、中程目標 4

『持續更新教學電腦網路設備』、中程目標 6『持續維持校園網路

穩定與安全』與中程目標 7：『推展網路教學服務，提供多元學習 

層面』等目標，電子資訊組於 100 年度進行骨幹網路設備與網路交

換器設備之更新，汰換校園光纖網路骨幹及交換器，提供順暢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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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支援管道及穩定的頻寛品質，作為支援教學研究的後盾。建置各

大樓高速網路交換器，配合網路管理機制，以加強校園網路各區段

之穩定，藉以提升校園網路之管理與防護，以提供更好的網路品

質。另外，CA 大專授權最新版(教職員全校授權)及防毒軟體之續

約，配合定期進行智慧財產權宣導，以建立師生正確智財權常識及

使用合軟體之觀念。最後，為持續精進本校健康的醫護特色，整合

本校數位教學設備及數位教學資源，以原有優質有線與無線網路環

境為横向溝通媒介，藉由網路教學服務、教學思維創新、教學創意

提昇及教學技巧多元化等活動的成型，來提昇師生教學成長，以達

到教學品質提升的目標。 

2. 護理科 

(1)孕婦體驗裝、六頻道移動式及無線擴音機，使學生能利用各項

視聽教材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以增加學習成效，學生將護理知

識、技能與態度加以融會貫通，了解到護理專業的核心價值，

可以提升教學品質。運用於臨床上能達到正確教導社區民眾健

康觀念、健康知識、健康態度，與健康習慣培養之目的。 

(2)心肺復甦術訓練模型(六燈式)、氣道處理訓練模型、萬能實習

用假病人模型、針筒輸液幫浦及三通道點滴輸液幫浦，提供內

外科技術練習，運用於課室技術教學。 

(3)臀部灌腸模型、手臂靜脈注射及抽血練習模型及自動連續式封

口機，提升學生基本護理技術之學習。 

(4)使學生能習慣醫療的環境結構，藉由模型練習與技術操作，以

增強學生操作之正確性，增加治療性人際關係之建立，統合護

理理論與臨床實務。 

3. 物理治療科： 

(1)擴充臨床儀器設備，發展科系重點特色。 

(2)提供學生多元發展之競爭力：開設課程模組包括「長期照顧模

組」、「運動傷害防護員模組」、「體適能模組」、「醫療器材與輔

具模組」，需要增購器材並搭配課程教學。 

(3)提升學生之學習環境與設備，使學生有較多操作與模擬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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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擴充雙頭可換軸心砂輪機、集塵器、真空成形機及視窗型實驗

用烘箱等設備，培養學生實際製作鞋墊的能力，可針對足部問

題的病患提供更多的服務(包含取模、材料選擇、研磨、實地使

用測試與修補)。 

4. 視光學科： 

(1)讓本科學生於驗光配鏡等實驗課程能有充裕的設備可以操作練

習提升學習成效。 

(2)有充裕與新穎的儀器設備可以辦理視光產業從業人員之講習與

回流教育。 

(3)提升學生通過「眼鏡製作技術士」丙級考試之及格率。 

5. 資訊管理科： 

(1)支援證照輔導課程及電腦專業課程使用。 

(2)提供證照考照模擬與教學環境。 

(3)配合相關輔導措施，提升專業資訊證照考照率建立資管科特色。 

6.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 

(1)教師能力提升：經由學校參訪、參加相關講習、研討會，將習

得之新知應用於醫影科教師能力提升及學生教學上可提升

40%的教學效益。 

(2)醫用電子實驗室設備提升建置後，對教師及學生操作電器設備

實務能力之提升可提升至 30%的效益。 

(3)經由醫用電子實驗室器材的使用，教師及學生學習新知、開發

新技術，學術及實務能力可提升 30%的效益。 

7. 幼保科： 

(1)可提升教師教學能力與教學品質，培育學生成為幼兒音樂、幼

兒舞蹈之從業人員。 

(2)規劃學生藉由模型練習與技術操作，增強實務操作之正確性，

故，需有特定之空間，存放相關操作教學儀器設備。 

(3)互動式教學，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升教學成效。 

8. 牙體技術科： 

(1)採一人一機制，學生可充分使用，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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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構優良學生實習場所，培養優秀學生協助實驗課教學。 

(3)建立中心管理辦法，以利學生課間自學，增進學生實務能力。 

(4)提供業界從業人員再教育之場所。 

9. 職能治療科： 

(1)充實學習資源，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

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2)提升學生對相關疾病的瞭解，學習正確的評估方法，並設定專

業的治療目標與計畫。 

(3)藉由實際操作教學，提升學生的專業素質。 

10.美容保健科： 

建置完善教學設備，如設置美容美體、整體造型及醫學美容等專

業教室，提供學生優良學習環境。 

11.通識教育中心： 

培養學生對獨輪車活動的興趣，增進學生體適能。 

二、軟體教學資源 

（一）圖書、期刊及

視聽教材增添 

（二）教學研究及學

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設備增添 

（一）資圖處 

1.增添各科專業類館藏，善用資源以提升學校教師教學及研究水

準，協助學生考照與升學。 

2.充實各類型館藏資源，帶動學生之學習興趣，提供學生涉獵廣泛

之相關知識。 

3.強化服務設備，提供精緻化閱覽環境，汰舊館內現有流通檢索設

備，擴增數位化電子資料庫簡報環境，提升師生電子資料庫檢索

使用率。 

（二）學務處 

1.積極推動課外活動教育、帶動中小學、服務學習、協助各項社團

活動辦理。 

2.提昇學生社團設備品質，充實學生辦理活動所需。 

3.本年度以強化學生音樂素養，培養學生表演藝術能力為目標。 

4.強化學生體適能活動所需。 

三、校園環境安全維

護 

汰換老舊監視設備提昇校園安全水準，持續維護校園及確保師生在

校活動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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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  

項  目 預   期   成  效 

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 

 

 

 

1.研究 

 

 

 

 

 

 

1-1.藉由校內研究案，培養專任教師申請國科會等各項研究計畫補助

之基礎。 

1-2.藉由學術研究之獎勵，鼓勵教師爭取更多政府或民營機構委託研

究計劃案，建立學術地位。  

1-3 教師在學術研究上之成果，有助於產學合作之的推動，發展技職

特色。 

2.研習 

 

 

2-1.教師參與研討會，可加強本職學能，並取得相關證照，以充實教

學內容，增進相關實務知識，回饋學生。 

2-2.藉由研討會促進學術交流，提升教師專業素養或培養教師第二專

長。 

3.進修 

 

 

 

3-1.藉由各類教師進修獎助案，可鼓勵教師進修博士學位並升等，改

善師資結構。 

3-2.藉由選派進修培育不易延攬之高階專業師資。 

3-3.獎助教師短期進修專業領域課程可提升教師之教學及實務能力。 

4.著作 

 

4-1.獎助各類論文發表，可提升教師發表論文及出席國際會議之意

願，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建立學術地位。 

5.升等送審 

 

5-1.藉由各項研究、研習之獎助，可協助現有教師發展學術專長，以

著作或技術報告送審升等，提升高階師資比率。 

6.改進教學、編纂教

材、製作教具 

6-1.透過改進教學計畫案，可提升教師課程計畫、教學方法、輔導與

評量能力，精進教學成效。 

6-2.教師自製教具、教學媒體，可改善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6-3.教師指導學生製作專題或參加競賽，可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實務

能力。 

6-4.提高教學品質，使學生考照、升學率及就業率提升。 

二、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1.精進行政人員之專業知識與素養，提高服務品質及工作效率。 

2.提升行政人員對各項法規之認知，依照規定程序及辦法辦理各項業

務。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經費 

1.提升學生加入社團意願 

藝能類之社團，為大多數學生加入社團之首選，然而往往因專業師

資的聘請困難，導致社團難產或無適當指導老師，直接影響學生加

入社團意願。若能改善師資結構問題，延攬高度專業師資，使社團

運作正常化，相信定能提升學生加入社團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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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團整體素質提升 

在社團指導品質方面，經由教師們在職進修，參與研習後，相信必

能大幅成長；學生亦能在寓教於樂的教學環境中，快樂學習，進步

成長。社團在教師與學生良性互動下，社團運作及經營必能趨向穩

定成長，從而提升社團指導之教學品質。 

3.與附近社區共生共榮 

學校發展具校園專業特色社團，勢必走出校園，服務附近社區，以

回饋社會。學校並可利用此機會，與附近社區締造友誼，發展出長

期合作模式，不但有利於學生課外活動的學習、提升校譽及建全學

校發展，對附近社區居民亦為一大福音。 

4.辦理多元與多樣化的課外活動 

鼓勵學生辦理課外活動，提高學生參與活動的興趣，拓展學生校園

生活，藉由課外活動的辦理與參與，提高學生自治精神，增強學生

服務能力，培養學生領導才能以及促進學生創造力。 

四、改善教學之相關物

品 

1.使教學情境更貼近臨床現況，讓學生在模擬病房環境中實際操作並

練習各項技術。 

2.提供充足的實驗設備，減少多人輪替練習的情況，增加學生實際操

作練習的機會，使學生能熟悉各項技能的操作原理及手法，精進技

術。 

五、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1.積極延攬高階師資，使助理教授以上師資達專任師資 40％以上，超

越升格技術學院之師資標準。 

2.提升高階師資比率，改善師資結構。 

六、補助現有教師薪資 補助現有教師薪資，減輕學校人事成本負擔，以充實軟硬體設施， 

提升教學品質。 

七、資料庫訂閱費 

(1 年期) 

訂閱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社會科學類，建立不受時空限制的線上

專業資料蒐尋功能，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究及學習的資源。 

伍伍伍伍、、、、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有關獎勵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行注意事項，請參考「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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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填表數字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100 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0.20%） 

總經費

(5)=(3)+(4) 

＄17,634,809 ＄9,837,065 ＄27,471,874 ＄2,802,294 ＄30,274,168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3.35﹪）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96.65﹪） 

金額 ＄12,344,366 ＄6,885,946 ＄93,776 ＄5,290,443 ＄2,951,119 ＄2,708,518 

合計 ＄19,324,088 ＄10,950,080 

占總經

費比例 
64﹪ 36﹪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前段經常門預算得流用 5%至資本

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

類」規定辦理。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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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一） 

�否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備註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至少占資

本門經費 60﹪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額】） 

 

＄14,614,380 

 

76.00 ﹪ ＄93,776 100 ﹪ 註二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應

達資本門經費 10﹪【不含

自籌款金額】） 

＄3,442,532 17.90 ﹪ ＄0 0 ﹪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

自籌款金額】） 

＄805,400 4.19 ﹪ ＄0 0 ﹪ 註四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

保廢棄物處理、無障礙空

間、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

相關設施） 

＄368,000 1.91 ﹪ ＄0 0 ﹪ 註五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9,230,312 100 ﹪﹪﹪﹪ ＄＄＄＄93,776 100 ﹪﹪﹪﹪  

註一：請於計畫書中詳細敘明理由，並填列於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附表八）。

本項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不得支用於興建建築貸款利息補助）。但因重大

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於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並報部核准後，得於資本門經

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不得支用；其因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獎勵

補助經費。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

學資源規格說明書（附表六）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附表八） 

註六：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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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內容說明 

（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一、改善教學

與師資結

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以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研究 

＄1,145,300 

研究 

13.90 ﹪ 

研究 

＄0 

研究        

0 ﹪ 

1.專題研究經費補助：由技術合 

作處負責經費規劃及管控。申

請者提出申請書及計畫書，先

經科(中心)務會議審核通過

後，送技術合作處辦理校外專

家審查作業，最後送研究發展

委員會審議。依據教師專題研

究補助辦法及教師研究計畫

申請審查作業要點辦理外審

及校審作業。各研究案經費之

審議乃綜合外審委員意見、專

題研究內容之實用性、過去執

行成效等辦理審核；審核程序

符合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且適用於全體教師。 

2.獎勵：由技術合作處負責經費

規劃及管控。依據「鼓勵教師

爭取校外研究計畫暨執行產

學合作計畫獎勵辦法」，申請

人應先填寫申請表並檢附相

關資料，經科(中心)務會議初

審通過，向技術合作處提出申

請，再送研究發展委員會複

審。審核程序符合公平、公

正、公開原則，且適用於全體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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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 

＄800,000 

研習        

9.71 ﹪ 

研習 

＄0 

研習        

0 ﹪ 

1.教師參加研習：各科(中心)老

師提出申請並經核准後，予以

經費補助。 

2.辦理學術性研討會、專題演

講、教學成效評估與提升等活

動：由教師發展中心負責經費

管控，申請單位將申請書提經

科(中心)務會議審議通過，交

教師發展中心彙整提教學發

展委員會審查。 

3.出席國際會議獎助：由教師發

展中心負責經費管控，申請者

將申請書及證明文件提經科

(中心)務會議審議通過，交教

師發展中心彙整提教學發展

委員會審查。       

4.各項研習經費補助依「教師研 

習獎勵辦法」、「出席國際會議 

獎助辦法」之補助規定進行審

議，審核程序符合公平、公

正、公開原則，且適用於全體

教師。 

進修 

＄1,709,793 

進修        

20.75 ﹪ 

進修 

＄0 

進修        

 0 ﹪ 

1.由人事室負責經費規劃、執行

及管控，申請者提出申請後，

先經科(中心)務會議審核通

過後，再送教評會審議；選派

進修者由人事室推薦經教評

會審議。 

2.教師進修均依「教師進修辦 

  法」及「選派專任教師進修獎 

  助作業要點」之規定審查，審 

  核程序符合公平、公正、公開 

  原則，且適用於全體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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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400,000 

著作        

4.85 ﹪ 

著作 

＄0 

著作        

0 ﹪ 

由技術合作處負責經費規劃、執

行及管控，申請者提出申請後，

先經科(中心)務會議審核通過

後，交技術合作處彙整提研究發

展委員會審查。依「獎助教師學

術著作辦法」之規定審查，審核

程序符合公平、公正、公開原

則，且適用於全體教師。 

升等送審 

＄54,000 

升等送審 

 0.65 ﹪ 

升等送審 

＄0 

升等送審 

 0 ﹪ 

由人事室負責經費規劃、執行及

管控，經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及教

評會審議，審核程序符合公平、 

公正、公開原則。 

改進教學 

＄600,000 

改進教學    

7.28 ﹪ 

改進教學 

＄0 

改進教學    

0 ﹪ 

1.個人獎助：由教師發展中心負

責經費規劃、執行及管控，申

請者提出申請後，先經科(中

心)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再送

教學發展委員會審議。依「改

進教學獎助辦法」之規定審

查，審核程序符合公平、公

正、公開原則，且適用於全體

教師。 

2.辦理改進教學相關活動：由教

師發展中心負責經費規劃、執

行及管控，申請單位將申請書

提經科(中心)務會議審議通

過，交教師發展中心彙整提教

學發展委員會審查。 

3.獎勵：由教師發展中心辦理

「教學特優教師遴選」。由校

長聘請 7-9 位教師組成遴選委

員會，依評審結果提教學發展

委員會複核，陳校長核定後擇

優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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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教材 

＄160,000 

編纂教材    

1.94 ﹪ 

編纂教材 

＄0 

編纂教材    

0 ﹪ 

1.教材製作費補助：由教師發展

中心負責經費規劃、執行及管

控，申請者將申請書及計畫書

提經科(中心)務會議審議通

過，交教師發展中心彙整提教

學發展委員會審查。 

2.獎勵：由教師發展中心依「教

師改進教學獎助辦法」辦

理競賽。由教師發展中心主任

聘請 7-10 位教師組成評審委

員會，依評審結果擇優獎助。 

製作教具 

＄300,000 

製作教具    

3.64 ﹪ 

製作教具 

＄0 

製作教具    

0 ﹪ 

1.教具製作費補助：由教師發展

中心負責經費規劃、執行及管

控，申請者將申請書及計畫書

提經科(中心)務會議審議通

過，交教師發展中心彙整提教

學發展委員會審查。 

2.獎勵：由教師發展中心依「教

師改進教學獎助辦法」辦

理競賽。由教師發展中心主任

聘請 7-10 位教師組成評審委

員會，依評審結果擇優獎助。 

小計 

＄5,169,093 

小計        

62.72 ﹪ 

小計 

＄0 

小計        

0 ﹪ 

 

二、行政人員

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

修（占經

常門經費

5 ﹪ 以 內

【不含自籌

款金額】） 

＄200,000 2.43 ﹪ ＄0 0 ﹪ 

1.校外研習、訓練及進修：依承

辦業務相關行政人員需求，並

根據本校行政人員研習補助

辦法及在職進修辦法，陳請校

長核可後，給予補助。 

2.舉辦專題演講、訓練及研習

會：由人事室負責經費規劃、

執行及管控，行政單位依「行

政人員研習補助辦法」提出申

請並陳校長核可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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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100,000 

 

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

費 

1.21 ﹪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 

 

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

費 

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300,000 

 

其他學輔

工作經費 

3.64 %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152,533 

 

其他學輔

工作經費 

5.63 ﹪ 

三、學生事務

與 輔 導 相

關經費 (占

經 常 門 經

費 2%以上

【不含自籌

款金額】) 

小計 

＄400,000 

小計 

4.85 % 

小計 

＄152,533 

小計 

5.63 % 

由學務處依照教育部獎補助私

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

辦理，經費包含： 

一、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 

二、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1.參加校外研習 

2.辦理校外活動：本項經費以補

助全年性帶動偏遠地區中小

學志工活動及社區服務志工

為主，輔以義賣展演或義工服

務活動之參與經費。 

四、改善教學

之 相 關 物

品 (單價一

萬 元 以 下

之 非 消 耗

品) 

$0  0 ﹪ ＄2,555,985 94.37 ﹪ 

由各教學單位提出申請，經專責

小組會議依據其急迫性及實際

效益討論決定，原則以能精進學

生專業實務能力的實驗設備優

先考慮。 

 

新聘教師薪資 

 

＄1,922,469 

 

新聘教師

薪資 

23.33 ﹪ 

 

新聘教師薪資 

 

＄0 

 

新聘教師

薪資 

0 ﹪ 

原則以新聘、高階師資為補助對

象，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決定，

並於發放薪資時載明由教育部

獎補助款補助。 

 

現有教師薪資 

 

＄400,000 

 

現有教師

薪資 

4.85 ﹪ 

 

現有教師薪資 

 

＄0 

 

現有教師

薪資 

0 ﹪ 

原則以現有、高階師資為補助對

象，經專責小組會議討論決定，

並於發放薪資時載明由教育部

獎補助款補助。 

資料庫 

訂閱費 

(1 年期) 

＄150,000 

資料庫 

訂閱費 

(1 年期) 

1.82% 

資料庫 

訂閱費 

(1 年期)  

＄0 

資料庫 

訂閱費 

(1 年期) 

0 ﹪ 

將訂閱之 CEPS 中文電子期刊

服務-社會科學類，掛網於圖書

館網頁供全校師生連結使用。 

五、其他 

 

 

小計 

＄2,472,469 

 

小計 

30.00 % 

小計 

＄0 

小計 

0 ﹪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8,241,562 100.00 ﹪﹪﹪﹪ ＄＄＄＄2,708,518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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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七：『『『『一年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 30% 

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八：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勵補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

師基本授課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

領有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九：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十：請另填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附表十）。 

註十一：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比例)。 

註十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用於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經常門至多

四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僅獎勵補助款金額，不含自籌

款金額) 

2. 其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參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3.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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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骨幹網路設備 
1.Cisco 6509-E 系 列 或 同 級 品 ；        

2.含 GIBC；3.保固 4 年；4.非大陸製。 
1 部 2,430,000 2,430,000 

改善網路 

有助教學 

資訊 

圖書處 
 

2 網路交換器設備 
1.Cisco C3560X 系 統 或 同 級 品 。       

2.含 GIBC；3.保固 4 年；4.非大陸製。 
1 組 90,000 90,000 

改善網路 

有助教學 

資訊 

圖書處 
 

3 校園授權 CA 大專授權最新版(教職員全校授權) 1 式 1,566,000 1,566,000 

1.建立合法使

用的智財權觀

念。 

2.協助教師進

行教學及研究。 

資訊 

圖書處 
 

4 防毒軟體 
Nod 32 或同級品全校授權(含伺服器版

本)(3 年) 
1 式 175,000 175,000 

1.建立合法使

用的智財權觀

念。 

2.協助教師進

行教學及研究。 

3.預防電腦病

毒的損壞。 

資訊 

圖書處 
 

5 放車架 
高 80cm*300cm 寬 80cm *300cm 可放置

20 台車 
2 個 20,000 40,000 教學用 

通識 

教育中心 
 

6 臀部灌腸模型 

1.長約 46cm、寬約 46cm、高約 31cm。

2.依人類肛門口實體，可插入肛管、可灌

入液體、具排出、引流通道。3.附提箱。

4.保固期 1 年。5.非大陸製。 

10 具 42,000 420,000 教學用 
護理科 

A506教室 
 

7 手臂靜脈注射及抽血 1.仿成年男性手臂尺寸，樹脂材質。2.具 10 具 31,000 310,000 教學用 護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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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練習模型 手掌及血管解剖位置，可觸摸到血管，可

進行靜脈注射、打入液體。3.執行抽血

時，有紅色液體流出。4.可更換皮膚及靜

脈血管。5.附空針、點滴袋、輸液管套、

替換皮膚及血管、提箱。6.保固期 1 年。

7.非大陸製。 

A506教室 

8 自動連續式封口機 

1.長約 80-150cm、寬約 40-60cm、高度約

100 -130cm（含不鏽鋼腳架及活動輪之高

度）。2.電壓 110V，兩組加熱控制，溫度

可調整，附溫控電子表、可打印日期、具

有壓力溫度之自動控制，適合 PP 防濕玻

璃紙或其它與熱對性之包裝紙、可連續作

業，封口方向由左到右。3.中文使用說明

書。4.保固期 1 年。5.非大陸製。 

1 台 75,000 75,000 教學用 
護理科

A504教室 

 

9 電腦驗光機 

1.電腦測量範圍： 

� S:0~±25D(0.12/0.25step) 

� C:0~±10D(0.25step) 

� Axis:0~180° (1°step) 

2.角膜弧度測量範圍： 

� 角膜曲率半徑：5.0～10mm (0.01mm 

step) 

� 角膜屈光度：33.75～67.5D 

� 散光度：0~±9D 

� Axis:0~180° (1°step) 

3.頂點距離：0,10,12,13.5,15 mm 

1 組 320,000 320,000 教學用 視光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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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4.最小瞳孔直徑：2.3mm。5.PD 測量區域 

85 mm 。 6.LCD 彩 色 液 晶 面 板 。

7.AC100~240V,60Hz。8.含升降裝置。 

10 角膜地圖儀 

1.測量區域：10.6mm in 43D。2.測量範

圍：9~99D。3.角膜環數：20 環。4.測量

點數：6000 點以上。5.含數值與影像分析

顯示系統。6.AC120~240V,60Hz。7.含升

降裝置。 

1 組 380,000 380,000 教學用 視光學科  

11 裂隙燈顯微鏡 

1.放大倍率：6X,10X,16X,25X,40X 

2.接目鏡：12.5X。3.裂隙長度：1~10mm。

4.裂隙寬度：0~10mm。5.濾片：blue, 

red-free。6.分光鏡。7.含影像擷取系統。

8.含電動升降裝置。9.含圖像分析與顯示

系統。10.含圖像輸出系統。 

1 組 498,000 498,000 教學用 視光學科  

12 三片電動徒手治療床 

1.長 201±5cm*寬 67±5cm*高 45-95cm。

2.頭部傾斜角：-40~90 度。3.腳部傾斜角：

-17~86 度。4.具備一呼吸孔。5.電動式升

降。6.可固定/移動。7.保固期 2 年。 

6 床 

 

116,000 

 

 

696,000 

 

教學用 
物理 

治療科 

 

13 雙頭可換軸心砂輪機 

1.主機體大小：235±15mm(H) *  

165±15mm (W) * 305±15mm (D)。2.主機 

體重量：11.1±3 kg。3.輸出馬力：1/2 HP。 

4.可調工作轉速：3450/1720rpm。5.研磨 

頭：鋁製可換砂輪頭*3。6.圓柱形*1：約 

6.4cm (D) * 12cm (W) 

6 台 20,000 120,000 教學用 
物理 

治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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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7.圓錐形*2： 

約 3.5cm (D1) * 5cm (D2) * 12cm (W) 

約 1.2cm (D1) * 2.5cm (D2) * 12cm (W) 

8. 工 作 電 壓 ： 110V~115V(60Hz ，

6A/4.2A)。9.保固期 2 年。 

14 單字速記法學習軟體 

1.科、系所授權版。2.包含速記教室(認知

性、回溯性、聯想性、觸覺性、多感官等

速記課程)、自訂字庫、電腦字典、說明、

製作群、聲音控制鈕等功能。3.含商用英

文多益字彙及全民英檢初級、中級、中高

級字彙。 

1 組 180,000 180,000 教學用 
應用 

英語科 
 

15 綜合美容儀器 

1.電壓 AC110V/60Hz、輸出功率：765W、

本體尺寸 50*53*157cm±5%。2.含有微電

腦觸控、洗臉按摩刷、真空吸油垢 /

噴霧、高週波、營養導出入、電子

淡斑、超聲波、皮膚檢查燈、放大

燈。 3.非大陸製。  

1 台 40,500 40,500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16 纖體儀 

1.電壓 AC110V/60Hz、消耗功率: 45W、

尺寸: 42*30.5*14cm±5%。2.功能軟化分

解脂肪細胞、結實鬆軟下垂的肌肉、促進

新陳代謝、促進循環、刺激穴位提塑豐滿

胸型。3.非大陸製。 

1 台 23,000 23,000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17 G5 按摩推脂機 

1.電壓 AC110V/60Hz、消耗功率:110 W、

尺寸:53*53*100cm。2.有定時裝置,按摩速

度可設自動調整。3.非大陸製。 

15 台 11,800 177,000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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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8 皮膚檢測儀  

1.臉部定位:左 37°、中間 0°、右 37°。2.

畫素: 1200 萬畫素。3.光源:標準白光、交

叉極化閃光、UV 光。4.功能:自動對焦、

自動白平衡、多頻帶影像。5.尺寸:52 * 

49.8 * 46.6 公分。6.組成: Facial Imaging

主機、簡易行銷工具、電源線、電腦連接

線、簡易操作手冊、軟體光碟、含電腦資

料储存處理設備。 

1 台 700,000 700,000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19 皮膚毛髮檢測機  

1.電壓 AC110V/60Hz。2.單倍、50 倍、

100 倍鏡頭，視需求性搭配檢驗。3.需含

電腦資料儲存處理設備。4.非大陸製。  

1 組 64,700 64,700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20 情境教室物品置物櫃 
82cm*364cm*76cm、不透明門、內有隔

層 
1 式 28,000 28,000 教學用 

應用 

日語科 

 

21 日本女用和服 

和服、寬板腰帶、腰帶襯墊、配件組 

和服鞋子、和服襪子、腰帶細繩、和服提

帶、和服襯衣、50%以上絲質、和服防塵

袋 

8 套 28,500 228,000 教學用 
應用 

日語科 

 

22 日本男用和服 

和服、短外罩、和服襯衣、外罩細帶、男

用布包、和服襪子、腰帶、和服鞋子、和

服防塵袋 

3 套 28,500 85,500 教學用 
應用 

日語科 

 

23 數位影音播客系統 

1.前後台使用 Web Brower 界面進行內容

管理。2.支援格式包括：mp3、m4a、m4v、

mp4、pdf、mov、avi、wmv、flv、swf

等多媒體檔案格式。3.系統會自動將該影

1 式 98,000 98,000 教學示範用 
資訊 

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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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片轉檔為 flv 影片格式。4.頻道內影片節

目可直接線上預覽播放或收聽。5.至少含

5 個頻道。 

24 影音伺服器 

1.1U 機架式伺服主機。2.CPU:Intel xeon 

Processor (2.4G)(含以上)。3.RAM:ECC 

RAM。4.HD:SAS 或 SATA 硬碟。5.光碟

機:8x-DVD-RW。6.OS: Win Server 2008 

(含更新版本)。7.保固 4 年。 

2 台 90,000 180,000 教學示範用 
資訊 

管理科 

 

25 雷射印表機 

1.黑白雷射印表機。2.A4 規格  (含以

上)33ppm(含以上)。3.含網路卡。4.含雙

面列印。5.保固 4 年。 

2 台 32,188 64,376 教學示範用 
資訊 

管理科 

 

26 

 

 

嬰兒照護模擬 

訓練套組 

 

1.可無線程式設定嬰兒照護需求.(餵奶,

輕拍,搖晃,換尿片,並可將正確或錯誤照

護結果自動記錄並列印)附授權軟體。2.

無線程式設定嬰兒,最遠距離 15 公尺。3.

真實嬰兒聲近 100 種(呼吸、咳嗽、打嗝、

哭鬧),及逼真活動頸部設計。4.模擬嬰兒,

重量約 3.2 kg,身長約 53.5 cm。 

5 具 41,800 209,0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27 互動式電子白板 
77 吋，可用手指直接書寫。 

(420cm 崁入式白板) 
1 部 78,000 78,0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28 笙 
1.21 簧笙。2.擴音銅管鍍鎢。3.D 調。 

4.優雅精製。5.音域：D-F#。6.附吹嘴。 
1 支 33,000 33,0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29 數位儲存示波器 
一、頻寬：DC~60MHz (-3dB) 

二、訊號獲取： 
27 組 22,100 596,700 教學用 

醫學影像

暨放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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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雙取樣模式 :1GSa/s 即時取樣率以及

25GSa/s 等效取樣速度。 

2.支援 27 項自動量測功能。 

3.記錄長度：2M 點。 

三、頻率計： 

1.解析度：6 位數。 

2.頻率範圍：由 20Hz 到 100MHz 頻寬 

四、控制面版功能： 

1.通道設定：各通道獨立操作，每一個通

道獨立電壓，電位調整設定。 

2.儲存/調出：15 組測試條件以及波形紀

錄。 

3.支援 SD 記憶卡以及 USB PictBridge 印

表機。 

五、LCD：5.6 吋，TFT 彩色顯示器。 

六、非大陸製。 

術科 

 

30 數位合成信號產生器 

1.直接數位合成技術及 FPGA 晶片設

計。2.頻率範圍：1Hz~20MHz (數位式面

板按鍵頻率設定 )。3.頻率解析度：

0.1Hz。4.頻率準確度及飄移度：+/- 

20ppm。5.低失真正弦波：–55dBc, 0.1Hz 

~ 200KHz。6.頻率顯示器：9 位數 LED

顯示。7.內置 9 位，150MHz 高解析度頻

率計數器。8.具 LIN/LOG 掃描和 AM/FM

調制功能。9.非大陸製。 

27 組 13,800 372,600 教學用 

醫學影像

暨放射技

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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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空壓機 10HP、儲氣筒 300L、含冷凝除濕機 1 組 180,000 180,000 教學用 
牙體 

技術科 

 

32 彈玻噴射滑板 
1.承重約 57 公斤。2.全長約 71 公分。3.

彈玻泡綿材質。4:小兒感統治療用。 
1 台 35,000 35,0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33 電動升降工作桌 

1.可同時容納四名施作者。2.尺寸：長 60

吋，寬 36 吋，高 27 吋到 43 吋。3.電源：

110V 

1 張 138,000 138,0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34 折疊式運動墊 
1.附提把，可折疊收納；2.尺寸：4 呎*6

呎。3.厚度：2 吋 
3 個 18,200 54,6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35 移動式沐浴椅 

1.底座：21“寬*24”深。2.扶手距離：25.25

吋寬。3.座椅尺寸：18”寬*16”深。4.承重

量：250 磅。 

1 張 16,600 16,6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36 數位攝影機 

1.160G 硬碟。2.10 倍三向式光學防手震。

3.2 倍高感光元件。4.低光源拍攝畫質增

益。5.12 倍光學變焦。6.廣角鏡頭。7.2.7〞

超薄廣角 LCD 液晶螢幕。 8. 相容

MEMORY STICK 與 SD/SDHC 記憶卡。

9.附原廠線控之腳架*1 及長效原廠電池

*1。 

1 台 40,000 40,000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37 數位相機 

1.1000 萬畫素(含)以上。2.儲存媒體：SD/ 

SDHC。3.3.8 倍(含)以上光學變焦。4.使

用電池：充電鋰電池。5.28mm(含)以上超

廣角。 

1 台 18,500 18,500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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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講桌設備 

1.講桌本體（參考中信局契約 LP5-960053 

第二組 1635 項次同級品）。2.鵝頸式麥克

風（電容式鵝頸麥克風）。3.影像控制器

組（具 2 組 VGA 輸入埠）。4.綜合擴大

機（輸出功率：60 瓦(含)以上）。5.提供

4 年零件含人工免費到校保固服務。 

5 組 25,905 129,525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39 心肺復甦術訓練模型 

1.順應2005新版AHA指導準則設計，胸外

按壓深度為4至5公分、胸外按壓位置為胸

部兩乳頭連線中央、吹氣量為500~600毫

升時，可見明顯之胸部起伏、可模擬壓額

提顎法及推顎法、軟質鼻部可模擬捏鼻動

作。2.六燈板面指示器、具全面可拆式橡

膠臉皮及可拆式PVC肺袋(含氣道)、具暢

通氣道之解說模型。3.附硬式提箱、中文

使用操作1本。4.保固期1年。5.非大陸製。 

1 組 54,000 54,000 

 

教學用 

 

 

護理科 

A608教室 

 

40 

 

氣道處理訓練模型 

 

1.氣道解剖模型，可提供插管訓練、換氣

訓練、通氣練習、抽吸訓練、口對口人工

呼吸及甦醒球通氣練習。2.附口腔潤滑劑

(1 罐)、胃液模擬組(1 組)、氣道模型(1

個)、臉部保護罩(1 個)、硬式提箱(1 個)。

3.中文使用說明書。4.保固期 1 年。5.非

大陸製。 

1 組 

 

90,000 

 

 

90,000 

 

 

教學用 

 

護理科 

A608教室 

 

41 
萬能實習用 

假病人模型 

1.仿真人身長約 158 ㎝、重量：約 18 ㎏ 

2.軟質特殊樹脂製（非 PVC 材質），手

臂、腳部無接縫，眼皮及口腔可開啟、閉

1 具 185,000 185,000 教學用 
護理 

A608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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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可拆式內臟器官、生殖器官、排水用

浦（直腸、膀胱用）。3.可提供各項護理

練習及靜脈抽血練習。4.保固期 1 年。5.

非大陸製。 

42 針筒輸液幫浦 

1.適用的注射筒：TOP、TERUMO、B-D、 

B.BRAUN的10mL、20mL、30mL、50ml 

或自動選擇方式。2.注射率範圍：0.1 ~  

1500 mL / h(0.1 mL / h的增量)、注射精密 

度：±3 %、警示訊號、電源切換警報（當 

無法進行AC或DC電源的供給時，會發出 

警報音告知後，變換為以電池運轉的方 

式。）、記憶輸液流量設定值、內藏可充

電的電池。3.中文使用說明書。4.保固期

1 年。5.非大陸製。 

1 台 

 

50,000 

 

 

50,000 

 

 

教學用 

 

護理科

A608教室 

 

43 真空成形機 

1. 工 作 平 面 ： 270±15mm(W) 

*500±15mm(D)。2.機體大小：440±15mm 

(W) * 730±15mm (D) * 160±15mm (H) 

3.機體總重量：12±3 kg。4.可換式橡膠

膜：660±15mm (W)*440±15mm (D)。5.

乾式真空幫浦機 100~110V;50~60 Hz 6.

保固期 2 年。 

 2 台 55,000 110,000 

 

教學用 

 

物理 

治療科 

 

44 視窗型實驗用烘箱 

1.機體大小：555±15mm (W) * 545±15mm 

(D) * 760±15mm (H)。 

2.機體重量 9±2 kg。 

3.內部容量：450±15mm (W) * 400±15mm 

 2 台 40,000 80,000 

 

教學用 

 

 

物理 

治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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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400±15mm (H)。 

4.定時控制：0~60 分鐘。 

5.溫度控制：80~220℃溫度控制(整體控

溫)。 

6.工作電壓：110~220V，1~3KW。 

7.保固期 2 年。 

45 全自動綜合驗光機組 

驗光測量範圍： 

1.S:-19.00~+16.00D (0.25 / 0.50D to 

3.00D step) 

2.C:0~ ±6D(0.25/1D step) 

3.Axis:0~180° (1°/5° step) 

4.PD (Near50~74mm ; Far 54~80 mm) 

5.Prism:0~20△(0.1/0.5/2△  step) 

輔助鏡片組： 

1.JCC: ±0.25D 

2.pinhole plate: Φ2mm 

3.FCC: ±0. 5D 

4.Dissociation prism: OD: 6∆ BU / OS: 

10∆ BI, OD: 3∆ BD /OS: 3∆ BU 

5.Vertex distance: 12, 13.75, 16, 18, 20 

mm 

6.Refraction distance for near vision: 350 

to 700 mm 

7.彩色液晶顯示/觸控面板 

1 組 520,000 520,000 教學用 視光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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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1.視力投影裝置。2.電動升降驗光

台。3.近點卡與近點桿。 

46 

 

日本茶具組 

 

冬茶碗、夏茶碗、水桶、茶舀子、水罐、

茶蓋、茶刷、茶罐、茶巾、茶杓；商品寸

尺 18.5*18.5*52.5(cm) ； 木 盒 寸 尺

21.5*56.0*20.0(cm) 

3 組 22,000 66,000 教學用 
應用 

日語科 

 

47 

 

單字速記法學習軟體 

 

1.科、系所授權版。2.包含速記教室(認知

性、回溯性、聯想性、觸覺性、多感官等

速記課程)、自訂字庫、電腦字典、說明、

製作群、聲音控制鈕等功能。3.含日本語

能力檢定 2~4 級單字。 

1 組 99,000 99,000 教學用 
應用 

日語科 
 

48 

 

日本女用高級和服 

 

和服、高級寬板腰帶、和服襯衣裙、腰帶

襯墊、腰帶細繩、配件組、高級提帶 

和服襪子、和服鞋子、100%純絲質、和

服防塵袋。 

3 套 39,000 117,000 教學用 
應用 

日語科 

 

49 筆記型電腦 

1.14 吋(含以上)筆記型電腦。2.CPU: Intel 

Core Processor。3.RAM: 4G DDRIII。

4.HD: 500G(含以上) , 7200 轉。5.光碟

機:8x-DVD-RW。6.網路攝影機。7.OS: 

Windows 7。8.保固 4 年。 

2 台 36,000 72,000 教學示範用 
資訊 

管理科 

 

50 多媒體網頁設計軟體 
Adobe Creative Suite Master Collection(含 

更新版本) 
1 套 35,000 35,000 教學示範用 

資訊 

管理科 

 

51 3D 設計軟體 
Educational VR 3.X Edition 升級 VR 4.X 

Edition(QUEST 3D) 
1 套 12,380 12,380 教學用 

資訊 

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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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提琴 

1.琴身尺寸：4/4。2.面板材質：雲杉木。 

3.背板、側板、琴頸、琴頭材質：楓木。 

4.全支手工製程琴，手工刷漆，植物酒精

漆。5.烏木指板、琴栓、拉弦板。6.雙 F

型音孔。7.附袋、弓、架、止滑板、微調、

備弦 1 套。 

1 支 34,500 34,5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53 二胡 

1.材質：琴桿、琴筒紅木。2.六角琴筒。 

3.蛇皮製琴面（音響皮）。4.附盒、弓、琴

碼、止音布、微調 2 個、備弦 1 套、琴布、

松香 1 個。 

3 支 14,000 42,0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54 急救甦醒嬰兒模型 

1.模擬正常解剖位置之氣道阻塞、可置換

之氣道咽喉部、可模擬頭頸過曲張時之氣

道阻塞、當作人工呼吸時胸部可起伏、可

指示心臟按摩位置是否正確、可模擬臂部

之脈膊、可亮燈顯示胃部進氣之情形、具

可更換面皮、肺袋。2.附件:六式指示器 1

套、手提箱 1 個、嬰兒面皮.2 個、可置

換之氣道 5 個、清潔組 1 個、引發脈膊之

氣球 1 個、原廠使用手冊 1 本。 

3 具 32,000 96,0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55 立體人偶 

1.人偶造型含：小男生、小女生、爸爸、 

媽媽、女老師、小狗、大野狼、小豬、小 

猴子、小兔子、小鳥。2.人偶身長約 

170~175cm、人偶體重約 70~75kg 

3.人偶皆含頭套與服裝。 

10 個 33,600 336,0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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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0.6cc 法碼游離腔 

校正射源 

1.可校正 0.6cc 法碼游離腔。2.鍶-90 射

源。3.至少 10mCi。4.符合原子能委員會

許可。5.非大陸製。 

1 顆 270,000 270,000 教學用 

醫學影像

暨放射技

術科 

 

57 可調式團體治療桌 
1.尺寸：長 72 吋，寬 36 吋，高 27 吋到

39 吋。2.承重量：600 磅 
1 張 185,000 185,0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58 砂袋用移動吊架 
1.鋼製粉體烤漆，吊掛重量砂袋用。2.尺

寸：長 30 吋，寬 14 吋，高 28.75 吋。 
1 個 21,700 21,7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59 下壓式爬行訓練器 

1.尺寸：長 25 吋、寬 29 吋、高 16 吋。

2.滾筒尺寸：寬 22.5 吋、直徑 7 吋。3.

承重量：300 磅。4.下壓力度可調整。 

1 個 29,200 29,2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60 起身輔助器 
1.適用於各種有扶手的椅子。2.尺寸：寬

19 吋，深 17 吋。3.承重 195-350 磅。 
2 個 16,900 33,8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61 電腦組 

1. 一般型電腦 Core 2 Duo 2.93GHz 

(Windows 作業系統)（參考 99 年 8 月共

同供應契約資訊設備第一組第 10 項

次）、還原卡(需支援 Windows 7)。  

2.顯示器 17”（含以上）液晶螢幕。3.主

機及螢幕需同一品牌。4.提供 4 年零件含

人工免費到校保固服務。 

5 組 20,148 100,740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62 投影機組 

1.投影機：2500 流明；解析度：標準：

XGA 1024 * 768(含)以上（參考 99 年 8 

月共同供應契約投影機第一組第 3 項

次）、含吊架。2.投影幕：手動壁掛式 84 吋

*84 吋（參考 99 年 8 月共同供應契約投

5 組 24,947 124,735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56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影機第五組第 10 項次）。3.多一組燈泡

(含)以上。4.提供 4 年零件含人工免費到

校保固服務。 

63 微波拉皮纖體機 

1.電壓 AC110V/60Hz、消耗功率:10 W、

尺寸:約210*210*100m/m±5%。2.附件: 

三組探頭:臉部，胸部，臀部。3.利用微

電力刺激使身體鬆弛的部位緊實有活

力。4.非大陸製。 

1 台 48,000 48,000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64 電脈衝無針注術 

1.電壓 AC110V/60Hz、消耗功率:30-33 

W、尺寸:約350*460*950m/m±5%。2.附

件:滾輪導入器、冷卻棒、圓棒型導入器、

筆型導入器、握把。3.利用電子通道、力

學壓力及冷凍收縮等原理讓淺層及深層

細胞變更營養。4.非大陸製。 

1 台 250,000 250,000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65 晶鑽喚膚儀  

1.電壓 AC110V/60Hz、消耗功率:105 

W、尺寸:約350*180*260m/m±5%。2.附

件:臉部探頭、身體專用探頭、進口專業

真空馬達、多組多重過濾組。3.功能:將

微鑽石顆粒在皮膚摩擦，並藉由機

器上的真空吸引強度，將皮膚上壞

死細胞、角質排除。4.非大陸製。 

1 組 200,000 200,000 教學用 
美容 

保健科 

 

66 三通道點滴輸液幫浦 

1.輸液範圍約 0.1-999 ml/hr(可執行主要

注射及次要注射模式)、藥量選擇約

0.1-9999 ml、阻塞壓力約 0→10 psi、保

1 台 170,000 170,000 

 

教學用 

 

護理科 

A608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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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持靜脈暢通速度 ≤ 1 ml/hr，防止凝血現

象發生、面板鎖定功能、有空氣捕捉室、

配合臨床治療需求，可選擇各式 set 使

用、電池在三個通道同時使用。2.中文使

用說明書。3.非大陸製。 

67 
六頻道移動式無線 

擴音機 

1.載波頻率 UHF 約 700~900 MHz 或

VHF 約 160~250 MHz、頻率穩定約

±0.005%，以石英震控制盪控制，具溫度

補償功能、最大調變偏移度約±5 MHZ、

動態範圍約超過 100 dB 以上、信號/雜音

比：至少約 100 dB 以上至少±3 Db、失

真：＜0.5%、頻率響應約 50Hz~18KHz ±3 

dB、內裝可充電式電池、石英鎖定固定

頻率接收方式，使用感度約 10 dB /Uv 

(S/N60 dB 以上)、假像干擾比，約至少

80 dB 以上、輸出：不平衡方式約

0~0.5V、接收系統：6 頻接收、收入訊號：

有線、無線 MIC、AUX-IN，錄音訊號、

LINE OUT、含 CD 放音座、輸出功率約

100W(MAX)、使用電源：AC110V 或

120V/DC18V。  

2.每套需含手握式無線麥克風6支及領夾

式無線麥克風 6 組(附領夾及頭戴式麥克

風)。（1）天線：內藏式具雜音消除電路

1 組 31,000 31,000 教學用 
護理科 

A31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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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2）消耗電流約 20 mA（3）發射功率約

30 mW（4）調諧波：低於載波基準 45 dB

以上。3.保固期 1 年。4.非大陸製。 

68 孕婦體驗裝 

1.材質:棉質或聚脂、約妊娠 8-9 個月、身

高 155-185cm 可穿著、重量約 7.5kg(矽膠

或鉛袋)、體驗服約 1kg、乳房以矽膠材

質、腹部與胸部之內容物可取出，外層體

驗衣可以溫水清洗。2.附收藏袋。3.保固

期 1 年。4.非大陸製。 

2 組 65,000 130,000 

 

教學用 

 

護理科 

A607教室 

 

69 餵食器 
1.可旋轉的平台，防滑底座(16 吋* 9.5

吋)。2.有彈力可減輕操作時的晃動。 
1 個 39,500 39,5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70 活動躺椅 

1.楓木材質，鋼製關節。2.獨立按鍵調整

角度，可調整為前傾或是正坐兩種角度。

3.承重量：325 磅。 

1 張 70,000 70,0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71 按壓滾筒 
材質：木製，64 * 59*38(cm)，橫桿長度

60cm。 
1 個 37,000 37,0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72 幼兒擺位組 

規格：彈玻泡綿材質。包含 86* 48 公分

底板、二分滾筒及 2 個側支持板雙面嵌入

式側支持楔形墊、半圓滾筒、桌架附可拆

式安全鏡、固定帶及大型網狀收納袋。 

2 組 39,000 78,0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4,70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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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說明書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說明書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說明書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說明書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73 觸覺按壓回饋組 

1.規格：有 6 種不同的觸覺按壓回饋，按

壓同時可產生音樂、振動、燈光的效果。

2.尺寸：30 *16.5(cm)。 

1 個 27,800 27,8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74 震動珠簾鏡面組 
規格：30 * 26cm，碰觸鏡面可產生振動

及燈光效果。 
1 個 20,500 20,5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75 減敏感刺激活動組 

1.材質：塑膠製盒。2.規格：盒子 37 * 21 

* 18cm，有 10 個內裝不同粗細之顆粒物

品。 

2 組 29,000 58,0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76 幾何圖形障礙組 
1.材質：木製 。2.規格：共有三角形、正

方形、長方形、大圓形、小圓形 5 種組件。 
1 組 17,100 17,1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77 拳擊不倒翁 
1.規格：底盤部份直徑 47cm。2.高度：

136cm。3.重量：27kg。 
2 個 16,300 32,6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78 
日本女用和服 

 

和服、寬板腰帶、腰帶襯墊、配件組 

和服鞋子、和服襪子、腰帶細繩、和服提

帶、和服襯衣、50%以上絲質、和服防塵

袋 

4 套 28,500 114,000 教學用 
應用 

日語科 

 

79 日本男用和服 

和服、短外罩、和服襯衣、外罩細帶、男

用布包、和服襪子、腰帶、和服鞋子、和

服防塵袋 

1 套 28,500 28,500 教學用 
應用 

日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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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80 

 

日本女用高級和服 

 

和服、高級寬板腰帶、和服襯衣裙、腰帶

襯墊、腰帶細繩、配件組、高級提帶 

和服襪子、和服鞋子、100%純絲質、和

服防塵袋。 

1 套 39,000 39,000 教學用 
應用 

日語科 

 

81 立體人偶 

1.人偶造型含：小男生、小女生、爸爸、 

媽媽、女老師、小狗、大野狼、小豬、 

小猴子、小兔子、小鳥。2.人偶身長約 

170~175cm、人偶體重約 70~75kg 

3.人偶皆含頭套與服裝。 

1 個 33,600 33,6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82 二胡 

1.材質：琴桿、琴筒紅木。2.六角琴筒。 

3.蛇皮製琴面（音響皮）。4.附盒、弓、琴

碼、止音布、微調 2 個、備弦 1 套、琴布、

松香 1 個。 

2 支 14,000 28,0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83 急救甦醒嬰兒模型 

1.模擬正常解剖位置之氣道阻塞、可置換

之氣道咽喉部、可模擬頭頸過曲張時之氣

道阻塞、當作人工呼吸時胸部可起伏、可

指示心臟按摩位置是否正確、可模擬臂部

之脈膊、可亮燈顯示胃部進氣之情形、具

可更換面皮、肺袋。2.附件:六式指示器 1

套、手提箱 1 個、嬰兒面皮.2 個、可置

換之氣道 5 個、清潔組 1 個、引發脈膊之

氣球 1 個、原廠使用手冊 1 本。 

 

3 具 

 

32,000 96,0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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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84 表面粗度儀 
1.測量參數 :Ra/Rz/Rmax。2.解析度： 

800um/10nm。3.附防震平台。 
1 組 350,000 350,000 教學用 

牙體 

技術科 

 

85 裂隙燈顯微鏡 

1.放大倍率：6X,10X,16X,25X,40X 

2.接目鏡：12.5X。3.裂隙長度：1~10mm。

4.裂隙寬度：0~10mm。5.濾片：blue, 

red-free。6.分光鏡。7.含影像擷取系統。

8.含電動升降裝置。9.含圖像分析與顯示

系統。10.含圖像輸出系統。 

1 組 498,000 498,000 教學用 視光學科 

 

86 

 

 

嬰兒照護模擬 

訓練套組 

 

1.可無線程式設定嬰兒照護需求.(餵奶,

輕拍,搖晃,換尿片,並可將正確或錯誤照

護結果自動記錄並列印)附授權軟體。2.

無線程式設定嬰兒,最遠距離 15 公尺。3.

真實嬰兒聲近 100 種(呼吸、咳嗽、打嗝、

哭鬧),及逼真活動頸部設計。4.模擬嬰兒,

重量約 3.2 kg,身長約 53.5 cm。 

5 具 41,800 209,0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87 

 

平台式鋼琴 

 

1.Yamaha1號鋼琴同等級或以上。2.長161 

寬 146 高 101(cm)。3.重:285kg。4.黑色，

琴鍵 88 鍵。5.仿象牙木質複合琴鍵。6.

附保證書，1 年保固。 

1 台 400,000 400,0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62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88 

 

自動 CAD/CAM 

掃描系統 

內含掃描器 1 台及 CAD 軟體 50 份；雙

鏡頭，其解析度至少 130 萬點；量測範圍

至少 50*50mm；最小點距小於 

0.07mm；雜訊小於 0.005mm；六顆組合

精度小於 0.02 mm。 

傾斜軸須包含 +50 ° ~ -5 °。 

旋轉軸 360 °。軟體:須內建牙科用資料，

如 crown、 pontic、wax up、check bite、

full arch 掃瞄 

1 套 1,280,000 1,280,000 教學用 
牙體 

技術科 

 

89 電動升降三折治療床 

1.長 200cm*寬 75cm*高 45-95cm。2.頭部

傾斜角：-40~45 度。3.腳部傾斜角：0~55

度。4.電動式升降。5.可固定/移動。6.使

用電源:AC 115V，60Hz。 

1 台 67,000 67,0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90 多功能組合復健機 
1.可手腳同步牽引。2.可定時。3.微電腦

控制器。 
1 台 54,600 54,6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91 懸吊架附底座滑輪 

1.頂端吊桿可旋轉 0 度到 180 度。2.承重

量：1000 磅。3.尺寸：寬 41 吋，深 68

吋(吊桿長 36 吋)／寬 77 吋，深 57 吋(吊

桿長 37 吋)。 

1 個 197,000 197,000 教學用 
職能 

治療科 

 

92 手提式無線擴音機 

1.輸出功率 100W。2.可播放 CD、MP3。 

3.USB 插座。4.具領夾式無線麥克風及手

持式無線麥克風各一。5.交直流兩用。 

1 台 28,800 28,800 教學用 
幼兒 

保育科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3,579,500    

備註：為有效經費運用，增列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排序接於原列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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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使使使用單位用單位用單位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彩色雷射多功能複合機 

1.功能：列印、影印、掃描、

傳真。2.支援紙張大小：A4、

A5、A6、B5。3.支援無線列印。

4.具 USB 讀卡列印/自動進紙

器。5.保固 4 年。 

1 台 24,000 24,000 

強化服

務設備

提供精

緻化閱

覽環境 

圖書館  

2 筆記型電腦 

1.CPU:Intel Core。2.HD：SATA 

7200rpm,500GB (含)以上。3.

光碟機：8x DVD-RW(含)以

上。4.顯示卡：RAM 1GB 

DDR3 (含)以上。5.RAM：

DDR3 4GB(含)以上。6.OS：

Windows 7。7.保固 4 年。 

1 台 36,000 36,000 

強化服

務設備

提供精

緻化閱

覽環境 

圖書館  

3 液晶投影機 

1.解析度：WXGA 1280 

*800(含)以上。2.色彩亮度：

2500 流明(含)以上。 

3.支援色彩：1677 萬色(含)以

上。4.具 D-Sub 15pin、

Composite Video、S 端子及

RCA 聲音輸入端子。5.含 80

吋 4 : 3 便攜型氣壓銀幕。6.保

固 4 年。 

1 台 31,500 31,500 

強化服

務設備

提供精

緻化閱

覽環境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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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位播放系統 

1.42 吋(含)以上液晶電視。

2.PC 輔助工作台。3.吊架。   

4.保固 4 年。5.非大陸製。 

1 套 75,000 75,000 

強化服

務設備

提供精

緻化閱

覽環境 

圖書館  

5 電腦組 

1.CPU：Intel Core i5 系列 

2.RAM：4G(含)以上。3.具DVD

光碟機。4.具同品牌液晶螢

幕。5.保固 4 年。6.非大陸製。 

10 組 28,000 280,000 

圖書館

流通使

用 

圖書館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44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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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6 電腦組 

1.CPU：Intel Core i5 系列 

2.RAM：4G(含)以上。3.具DVD

光碟機。4.具同品牌液晶螢

幕。5.保固 4 年。6.非大陸製。 

4 組 28,000 112,000 

圖書館

流通使

用 

圖書館 

優先序 6

若有標餘

款，再依

序採購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12,000 
   

備註：為有效經費運用，增列標餘款優先採購明細表，排序接於原列優先序購置項目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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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購置購置購置購置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 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 )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西文西文西文西文

圖書圖書圖書圖書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圖書圖書圖書圖書 

期刊期刊期刊期刊 錄影帶錄影帶錄影帶錄影帶 錄音帶錄音帶錄音帶錄音帶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冊冊冊冊、、、、卷卷卷卷)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     種 3,052 358 1,093,206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含日文圖書 

2 �      種 301 1,565 471,126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3      � 種 191 5,707 1,090,10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視聽資料 

4   �    種 42 2,857 120,00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中文期刊 

5   �    種 8 27,700 221,600 供全校師生閱覽 圖書館 西文期刊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2,99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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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資本門經費需求資本門經費需求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教學研究及教學研究及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製冰機 

1.外型尺寸：約 W500 * D613 * H790 (mm)。2.產能：120

磅 / 24 小時(含)以上。3.容量：40 磅(含)以上。4.冷卻方

式：水冷。5.冰型：角冰。6.非大陸製。 

1 台 38,000 38,000 

醫療服務

學習及活

動使用 

急救社及

醫療服務

性社團活

動使用 

 

2 隧道式血壓計 

1.顯示方式: LED 顯示。2.壓力檢出: 半導體壓力感應

器。3.加壓方式: DC 馬達驅動。4.顯示刻度:1mmHg。5.

手臂測量範圍:18~42cm。6.尺寸約長 44-45 *寬 31-32 *

高 28-29(cm)。7.總重量:約 10kg。8.非大陸製。 

1 台 72,000 72,000 

醫療服務

學習及活

動使用 

急救社及

醫療服務

性社團活

動使用 

 

3 
全自動高壓滅菌 

消毒鍋 

1.內部尺寸：約 230*深 410 ㎜。2.鍋體材質(外殼和機 

座)：均為 SUS #304(含)以上不銹鋼。3.滅菌溫度及壓力： 

最低 121℃（含）以上，最高 134℃（含）以下。4.滅菌 

壓力：1.2 ㎏／㎝ 2（含）以上~2.0 ㎏／㎝ 2。5.附儲水箱： 

每次儲水可使用消毒 10 次以上；並附矽膠水位指示管。 

6.水箱蓋及門蓋均使用矽膠墊圈。7.全自動行程：加溫、 

滅菌、乾燥全自動操作，消毒完成時警鈴示警並自動斷 

電。8.管線為不銹鋼或銅管，接頭為銅製。9.電源：220

Ｖ/110V。10.非大陸製。 

1 組 38,000 38,000 

醫療服務

學習及活

動使用 

急救社及

醫療服務

性社團活

動使用 

 

4 紫外線殺菌燈 

1.尺寸：約 W410*D410*H1280 mm。2.減菌時間：0~999

分鐘。3.記錄時間：0~99999 小時。4.燈管展開角度：55°

以上。5.控制面板：IC 觸控式。6.電源：AC110V，3A，

50/60HZ。7.紫外線燈管：30w*4 支& 10W*1 支。8.活動

輪*4 只。9.有衛生署許可證。10.非大陸製。 

2 台 28,000 56,000 

醫療服務

學習及活

動使用 

急救社及

醫療服務

性社團活

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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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5 
攜帶式低能量雙向位 

電擊器 

1.主機須採低能量(最大能量不超過 200 焦耳)雙相位

Rectilinear Biphasic 波型。2.120J、150J、200J 自動漸進

式電擊能量。3.防塵防水級別為 IP55 以上。4.重量（標

準配置）不大於 3.2 kg。5.能提供急救全部資料儲存，並

具有红外線傳輸阜，用於下载儲存資料到電腦上進行事

後分析。6.使用通用的 123 鋰電池。7.非大陸製。 

1 台 168,000 168,000 

醫療服務

學習及活

動使用 

急救社及

醫療服務

性社團活

動使用 

 

 

6 心肺復甦術訓練模型 

1.符合 2005 新版 AHA 指導準則設計。 

(1)正確之胸外按壓深度為 4 至 5 公分。(2)正確之胸外按

壓位置為胸部兩乳頭連線中央。(3)吹氣量為 500~600 毫

升時，可見明顯之胸部起伏。(4)可模擬壓額提顎法及推

顎法。(5)軟質鼻部可模擬捏鼻動作。(6)六燈板面指示

器。2.具全面可拆式橡膠臉皮及可拆式 PVC 肺袋(含氣

道)。3.具暢通氣道之解說模型。4.非大陸製。 

3 組 54,000 162,000 

醫療服務

學習及活

動使用 

急救社及

醫療服務

性社團活

動使用 

 

 

7 手提式無線擴音機 

1.輸出功率 100W(含)以上。2.可播放 CD。3.可播放

MP3。4.USB 插座。5.具領夾式無線麥克風及手持式無

線麥克風各一。6.交直流兩用。 

2 台 28,800 57,600 
學生活動 

使用 

學生自治

會全校性

社團 

 

8 數位攝影機 

1.160G 硬碟。2.10 倍三向式光學防手震。3.2 倍高感光

元件。4.低光源拍攝畫質增益。5.12 倍光學變焦。6.廣角

鏡頭。7.2.7〞超薄廣角 LCD 液晶螢幕。8.相容 MEMORY 

STICK 與 SD/SDHC 記憶卡。9.附原廠線控之腳架*1 及

長效原廠電池*1。 

2 台 40,000 80,000 

學生各項

學輔活動

使用 

全校性社

團及班級 
 

9 數位相機 
1.1000 萬畫素(含)以上。2.儲存媒體：SD/ SDHC。3.3.8

倍光學變焦。4.使用電池：充電鋰電池。5.28mm 超廣角。 
3 台 18,500 55,500 

學生各項

學輔活動

使用 

學生活動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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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0 碎紙機 

1.碎紙張數：10 張.碎斷型碎紙機。2.碎紙尺寸 3*9mm/

碎紙桶容量 34L。3.最大入紙寬度 230mm 可碎信用卡/

光碟。 

1 台 14,800 14,800 
學輔活動 

文件銷毀 

全校性社

團及班級 
 

11 掃描機 

1.單面掃描器、餽紙式。2.USB 2.0 界面。3.光學解析度

600DPI(含)以上。4.掃描進度：存 200DPI 為 18PPM（A4

單面）。 

1 台 13,500 13,500 
製作學輔 

活動文件 

全校性社

團及班級 
 

12 網球發球機 
1.充電式。2.球 125 顆。3.最快球速:時速 97 公里。4.發

球頻率：從 2 秒到 10 秒，可調整快慢。 
1 台 50,000 50,000 

學生活動 

使用 

網球社及

全校班級

使用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80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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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校園安全監視設備 

1、16 路數位錄影主機(內建硬碟容量 500G 以

上)。 

2、高解析紅外線彩色攝影機。 

3、含系統連結整合、測試等。 

5 組 73,600 368,000 
校園 

安全 
總務處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3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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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預估金額預估金額預估金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獎助教師進修 
1.獎助教師進修，取得博士學位，以改善師資結構，提高師資素質。 

2.補助教師短期進修特殊專業領域，提升教師之教學及實務能力。 
1,709,793 

依本校教師進修辦法及選派專

任教師進修獎助要點給予獎

助。 

2 改進教學 

1.鼓勵教師提升教學效果與促進學生理論與實務的印證，以提昇教 

學與學術水準。 

2.提升教師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輔導與評量能力，精進教學成效。 

600,000 
依據本校教師改進教學獎助辦

法、教師研習獎勵辦法申請。 

3 教師升等 獎助教師送審升等，取得高階教師資格，改善師資結構。 54,000 
鼓勵教師以學位、著作或技術

報告送審升等。 

4 獎助教師發表論文著作 
獎助教師課餘從事學術、實務研究，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期刊， 

以提昇學術水準。 
400,000 

發表著作論文成果獎勵，依其

發表之刊物情況給予獎勵。依

本校獎助教師發表論文著作辦

法給予獎助。 

5 編纂教材 鼓勵教師自製教材、講義等，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160,000 
依據本校教師改進教學獎助辦

法申請。 

6 製作教具 
鼓勵教師自製教具，提升教學效果與促進學生理論與實務印證，提

高教學成效。 
300,000 

依據本校教師改進教學獎助辦

法申請。 

7 獎助教師研究 
配合本校中長程發展，鼓勵教師從事學術及實務性專題研究，給予

獎補助，以提升研究風氣，建立學術地位。 
1,145,300 

依據專題研究補助辦法及研究

計畫申請審查作業要點辦理。 

8 研習 

1.獎助教師參加研習或與本職學能相關之學術研討會，增進教師研 

究能力及提高教學品質。 

2.舉辦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教學成效評估與提升相關活動，以 

提昇教師專業素養。 

800,000 

依本校教師研習獎勵辦法、出

席國際會議獎助辦法申請辦

理。 

9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增購實驗教室相關儀器設備，模擬臨床情境、增加技術練習機會，

精進學生技術。 
2,555,985 依據專責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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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 預估金額預估金額預估金額預估金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0 
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 

1.延攬聘請社團專業師資，並鼓勵社團師資參與校外研習，提昇專 

業素養。 

2.扶植培養具校園特色之專業社團，並以此帶動校園社團活力。 

3.推行志工服務，走出校園服務附近社區，以回饋社會。 

552,533 

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

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

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11 
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修 

1.鼓勵行政人員參加與本職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以精進專業知 

能，提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 

2.舉辦研討會、專題演講及行政成效評估與提升相關活動，以提昇 

行政人員專業素養。 

200,000 
依據本校行政人員研習補助辦

法及在職進修辦法辦理。 

12 新聘教師薪資 
以新聘高階教師為獎助對象，由本獎補助款支應，以降低學校整體

人事費用成本。 
1,922,469 

新聘高階教師每月薪資由本獎

補助款經常門經費支應 

13 現有教師薪資 
以現有高階師資為獎助對象，由本獎補助款支應，以降低學校整體

人事費用成本。 
400,000 

部分現有教師每月薪資由本獎

補助款經常門經費支應 

14 
其他(一年內到期之電

子期刊資料庫訂閱費) 

訂閱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社會科學類，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究

及學習的資源。 
150,000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0,950,080 
 

註一：本表請填列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經費、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善

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等項目。若有編列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

十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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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明細表明細表明細表（＊根據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詳細說明，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

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使用單使用單使用單位位位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20 吋獨輪車 輪胎 20 吋，適用身高 150~170 公分 40 台 1,800 72,000 教學用 
通識 

教育中心 
 

2 24 吋獨輪車 輪胎 24 吋，適用身高 160~190 公分 15 台 2,000 30,000 教學用 
通識 

教育中心 
 

3 握把式拉力繩輕型 11(直徑)*2(厚度)*125(長度) (公分) 50 條 455 22,750 教學用 
通識 

教育中心 
 

4 握把式拉力繩中型 12(直徑)*2.5(厚度)*125(長度) (公分) 50 條 490 24,500 教學用 
通識 

教育中心 
 

5 握把式拉力繩重型 12.5(直徑)*3(厚度)*125(長度) (公分) 20 條 525 10,500 教學用 
通識 

教育中心 
 

6 乒乓球桌 

桌面厚 20mm；桌框 50*25mm 鋼框；桌腳

39*39mm 鋼管；桌輪 3 吋抗壓滑輪；規格

尺寸(國際規) 2740mm*1525mm  

*760 mm；配件：網架一組、球拍 2 支、

球 6 顆 

2 張 8,400 16,800 教學用 
通識 

教育中心 
 

7 摩天球 

1.球拍長 54cm。2.球拍寬 21cm。3.球拍高

10cm。4.球拍重約 150 克。5.球直徑 8cm。 

6.球重量約 25 克。7.每組含二只球拍,二顆

球,球袋。 

50 組 330 16,500 教學用 
通識 

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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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8 臍帶 
1.軟質沐浴娃娃之配件，日製。2.保固期 1

年。 
25 個 1,300 32,500 

 

教學用 

 

護理科 

A605 教室 
 

9 海報架 

1.木製畫架，架子：上寬 26 公分、下寬 56

公分、高 150 公分，板子：長 115 公分、

高 85 公分、厚 2 公分。2.保固期 1 年。

3.非大陸製。 

2 組 800 1,600 教學用 
護理科

A315 教室 
 

10 超聲波美容儀  

1.電壓 AC110V/60Hz，尺寸:約 31*23 

*9cm。2.附件為 2MHZ 雙探頭，臉部平探

頭及尖探頭各一支。3.功能:加速血液循環

和新陳代謝、增加皮膚細胞的吸收功能。

4.非大陸製。 

30 台 5,500 165,000 教學用 美容保健科  

11 蒸臉器  

1.AC110V/60HZ、輸出功率: 650W、尺寸: 

約 25*27*135cm±5%。2.功能:蒸氣具有殺

菌、清潔、滋潤、促進血液循環。3.本蒸

氣臂能作角度調整，噴口並可調整、設有

定時和自動斷電保護裝置。  

30 台 3,300 99,000 教學用 美容保健科  

12 冷光放大燈  

1.AC110V/60HZ、輸出功率: 22W、本體尺

寸:約 60*60*106cm±5%。2 能放大皮膚

的表面結構。  

30 台 2,800 84,000 教學用 美容保健科  

13 紫外線殺菌保溫箱  

1.紫外線殺菌、保溫兩用箱、容量可放入 6

打(含)以上的毛巾。2.尺寸：約寬 47*高 55*

深 37cm±0.5％(雙層)、電壓：

AC110v/60Hz、輸出功率:360W。 

2 台 5,500 11,000 教學用 美容保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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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4 木製診療床 

1.約長 186cm*寬 65cm*高 66cm。2.整體材

質採高級杉木製造。3.床面採聚合泡棉上

舖乳膠皮。4.腳柱採約 7cm*7cm 高級杉木。 

5.保固期 2 年。 

12 床 3,200 38,400 

 

教學用 

 

物理治療科  

15 標準型熱敷包 25cm±2cm*30cm±2cm  6 包 450 2,700 

 

教學用 

 

物理治療科  

16 加大型熱敷包 25cm±2cm *60cm±2cm 5 包 700 3,500 

 

教學用 

 

物理治療科  

17 頸部型熱敷包 長 60cm±2cm 6 包 500 3,000 

 

教學用 

 

物理治療科  

18 麥克風耳機 全罩式 34 付 1,500 51,000 教學用 應用英語科  

19 無線簡報筆 
1.快速游標移動滾輪。2.USB 介面即插即

用免驅動。 
1 支 2,180 2,180 教學用 應用英語科  

20 麥克風耳機 全罩式 60 付 1,500 90,000 教學用 應用日語科  

21 無線簡報筆 
1.全方位 360 度快速游標移動滾輪。2.USB

介面即插即用免驅動。 
2 支 2,180 4,360 教學用 應用日語科  

22 電視櫃 50cm*45cm*115cm、內有隔層 1 式 3,000 3,000 教學用 應用日語科  

23 木屐專用鞋櫃 85cm*33cm*120cm、不透明門、內有隔層 4 式 3,000 12,000 教學用 應用日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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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24 吸塵器 無段式流速調整 50 台 9,500 475,000 教學用 牙體技術科  

25 滑鼠 光學滑鼠，USB 介面 50 個 180 9,000 教學用 資訊管理科  

26 鐵櫃 
1.90*45*106.2(cm)玻璃拉門。2.90*45 

*106.2(cm)鐵拉門。3.黑腳。 
1 個 4,400 4,4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27 電動打氣機 高 20cm*長 20cm*寬 8cm 1 個 8,000 8,0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28 嬰兒異物哽塞模型 

1.擬真之氣道特徵，可模擬壓額抬頭

及下顎上提手法、正確給氣時胸部

起伏、氣道皆可更換。 2.附件 :氣道

組 6 個、模擬異物 10 個、提袋 1 個

原廠、中文操作手冊 1 本。  

2 具 5,300 10,6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29 小丑服 正常大人尺寸 1 件 4,000 4,0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30 多組輸出直流電源供應器 

1.輸出顯示：3 位數 0.5" LED，四組獨立

直流電源輸出；數位雙顯示，可同時顯示

兩組電壓及電流。2.電壓：CH1、CH2：0 ~ 

30V；CH3：2.2 ~ 5.2V；CH4：8 ~15V。 

電流：CH1、CH2：0 ~ 3A ；CH3、CH4：

1A 固定(具串聯與並聯操作功能)。3.輸出

ON/OFF 控制開關(ON 之前可預見電壓電

流值)。4.溫度控制風扇轉速。5.內部可選

擇連續/動態負載。6.非大陸製。 

27 組 9,400 253,800 教學用 
醫學影像暨

放射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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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31 雙顯示桌上型數位電錶 

1.雙顯示：50000 位雙顯示，7 段 LED 顯

示器，可同時量測並顯示交流電壓與頻率。 

2.可以量測交直流之電壓、電流、電阻、

電容、頻率、短路峰鳴、最大值、最小值、

二極體測試及 dBm。3.測量檔位範圍：(更

廣者亦可)直流電壓：500mV ~ 1000V；交

流電壓：500mV ~ 1000V；直流電流：500µA 

~20A；交流電流：500µA ~ 20A；電阻：

500Ω ~ 20MΩ。電容：5nF ~ 50µF；頻率：

mV 檔：10Hz ~ 50kHz：>120mV；50k ~ 

150kHz：>200mV；5V~50V 檔：

10Hz~200kHz > 1.2V；500V 檔：20Hz ~ 

1kHz> 12V。4.交流或交流加直流絕對有效

值量測。5.非大陸製。 

27 組 9,400 253,800 教學用 
醫學影像暨

放射技術科 
 

32 環柄剪刀 易開式省力設計 2 支 1,000 2,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33 加重型握筆器組 

1.內含一個成人型及兒童型。2.成人型：重

198 公克直徑 2.9cm。3.兒童型：重 113 公

克直徑 2.2cm。 

1 組 3,230 3,23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34 調整型閱讀架 1.深 41cm,寬 46cm。2.木製,底部防滑。 1 個 8,050 8,05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35 膠柄旋迴食具組 
1.包含：叉、叉匙、大湯匙與茶匙。2.橢圓

形握柄。3.耐溫 80 度以上。 
1 組 3,180 3,18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36 切口杯 1.耐溫 100 度以上。2.容量 118CC。 2 個 340 68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37 定勺碗 1.直徑 11cm。2.有防滑底座。 2 個 620 1,24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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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38 美耐皿定勺盤 1.耐溫 80 度以上。2.有防滑底座。 2 個 1,400 2,8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39 抓力訓練器 包含四對不同強度的橡皮筋 5 組 1,100 5,5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40 手臂吊帶 尺寸：20.3 到 30.5 公分 10 個 3,400 34,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41 美容工作車 
1.尺寸：約 50*29.5*85cm±0.5％。        

2.附掛籃。3.三層。 
30 台 1,600 48,000 教學用 美容保健科  

42 美容指壓兩用床  

1.白鐵腳美容床:約 182*67*60 cm±0.5％。

2.美容椅：氣壓升降椅(有輪子)。3.美容椅

套組:(含床套、椅套、被子)。 

30 台 6,200 186,000 教學用 美容保健科  

43 蒸氣消毒箱  

1.電壓 AC110V/60HZ、輸出功率: 180W、

尺寸:約 28*34*25cm±0.5％。2.溫度為

30-100 度。3.可控制時間。 

1 台 3,500 3,500 教學用 美容保健科  

44 冰箱  

1.130 公升(含)以上容量、尺寸約 1170*477 

*543 mm±0.5％。2.冷凍室：33L(含)以上、

冷藏室：97L(含)以上。3.噴射循環、冷凍

庫不結冰霜儲冰盒無霜設計。4.含基本運

送。 

1 台 9,900 9,900 教學用 美容保健科  

45 無線簡報筆 1.快速游標移動滾輪。2.USB 介面即插。 1 支 2,180 2,18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46 智能結構學習能力測驗 sol 指導手冊 2 本、題本兼答案紙 50 本 1 套 3,900 3,9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47 簡易個別智力量表 
指導手冊 1 本、題本 1 本、塑膠盒、拼圖

板片、紙遮板各 1 份及紀錄紙 20 份 
1 套 2,300 2,3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79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使用單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48 有線麥克風 

1.材質：ABS、鐵。2.頻率響應範圍：70Hz 

- 8KHz。3.輸出阻抗：600Ω ± 20%(at 

1KHz)。4 感度：-56Db ± 3dB。5 尺寸：長

至少 18.5*直徑 5(cm)。6 重量：170 公克。

7 線長：至少 3.8m。8.標準直徑 6.3mm 插

頭。9.非大陸製。 

5 組 500 2,500 教學用 
醫學影像暨

放射技術科 
 

49 彩色圓釘插板組 
1.材質：塑膠。2.尺寸：6 吋*6 吋，可容納

300 顆圓釘。 
1 組 880 88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50 加高式馬桶座椅組 

1.馬桶座椅前後為凹槽設計。2.雙邊 L 型

支架可固定座椅於馬桶上。3.整體尺寸：

寬 13.75 吋，長 15.25 吋。4. 2 吋高 

1 組 2,300 2,3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51 餐具輔助黏扣帶 
1.可用來抓取餐具、牙刷或是其他用具。

2.成人用。 
10 組 430 4,3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52 檯燈式放大鏡 

1.3 倍放大係數，3.3 吋放大鏡面。2.底座

尺寸：長 7.5 吋，寬 6 吋，高 1.5 吋，以及

可活動的 12 吋長伸縮臂。 

1 支 2,800 2,8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53 前臂支撐架 適用於後拉式助行器 1 個 4,000 4,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54 固定架 適用於後拉式助行器 1 個 2,000 2,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55 橡膠門把 
1.橡膠材質握柄扭轉門把。2.握柄長度 2.5

吋。 
2 把 1,100 2,2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56 旋轉門把輔助器 1.材質：塑膠。2.握柄長度 4 吋。 2 組 1,900 3,8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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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後拉式助行器 

1.鋁質骨架。2.高度可調。3.軟質橡膠輪可

依附於任何表面。4.可折疊。5.可調高度：

19 吋到 25 吋。6.把手內寬度：14 吋。7.

承重量：100 磅重。 

2 組 8,100 16,2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58 長條顏色遊戲板 
1.材質：木製。2.規格：46 *6 * 7(cm)，70

張配對卡、木製收納盒 
1 組 8,400 8,4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59 穿扣練習組 
1.材質：布製。2.規格：每組共有 3 種不同

穿衣動作訓練。3.每一塊尺寸 23*28(cm) 。 
2 組 6,500 13,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60 手部訓練器 

1.材質：鐵製，高級彈璜。2.規格：一組有

五種不同強度，壓力分為 1.5 磅、3 磅、5

磅、7 磅、9 磅。 

2 組 6,000 12,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61 觸覺圓刷 圓頭毛刷 2 支 2,400 4,8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62 振動梳子組 規格：塑膠製，7 * 21* 3cm 2 組 2,950 5,9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63 按摩滾輪 每組有 2 個物件 2 組 9,900 19,8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64 圖卡 

1.材質：紙製，圖卡名稱：哪裡不一樣 

2.規格：共有 50 張 25 組的對應圖卡、每

張 20cm * 14cm 

2 組 5,500 11,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65 圖卡 

1.材質：紙製，圖卡名稱：哪裡有錯誤 

2.規格：共有 50 張不同的圖卡、每張 20cm 

* 14cm 

2 組 5,500 11,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66 情緒的表情圖卡 材質：紙製 2 組 5,500 11,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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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感覺治療樂器組 

整組包含整理盒*1、拉丁鼓*1、握把式手

鼓* 1、鈴鼓* 2、三角鐵(含圓形提把) * 2、

單頭木魚* 1、木製醬棒* 1、高頭木魚* 1、

雙頭木魚* 1、單木魚* 1、手指銅銅鈸*1、

握把鈴鐘*1、手腕搖鈴*1、手持音板*2、

響鈴棒*1 

2 組 9,900 19,8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68 T 型椅 
1.材質：木製。2.規格：一組共有 5 種不同

高度的 T 型椅 
1 組 5,250 5,25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69 踩踏石 
尺寸：總繩長 162cm，繩長可調整，踏石

長 16 *寬 10.5cm*高 8cm 
1 組 2,250 2,25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70 重量背心 
1.材質：卡其布。2.胸圍 70~100cm，長

50cm。 
2 件 6,860 13,72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71 創意方塊 1.4cm 的正方體積木 16 個、雙面圖卡 6 張。 1 組 6,375 6,375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72 
智慧筆 

 

4G；尺寸 14.5cm(長) * 2.5cm (寬) * 1.6cm 

(高)；重量 45 公克；電源電壓 3.7v DC(內

建鋰電池)，附 USB 電源充電器；充電方

式/時間 USB (pc) 充電 4 小時以上，電源

充電大約 2.5 小時；省電功能:自動關機 

(大約 3 分鐘)；工作時間 大約 3 小時；揚

聲器 內建喇叭；電源指示燈 LED；耳機

介面 3.5mm；資料方式 內建(可隨時更

換)；USB 介面 USB2 連線埠/連線線記憶

卡 Nand-flash(可讀寫)；最大容量 GB(內

建) 4GB；調節開關 開關/音量/功能鍵。 

60 支 3,100 186,000 教學用 應用日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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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日本茶具組 

 

冬茶碗、水桶、茶盤、茶刷、茶罐、茶巾、

茶杓；商品尺寸 27.0*3.5(cm)；木盒尺寸

28.0*28.0*12.5(cm) 

4 組 5,000 20,000 教學用 應用日語科  

74 數位相機 

1200 萬畫素、臉部辨識功能、2.5 英吋含

以上螢幕附原廠鋰電池(2 顆)、含充電器、

4G 記憶卡 

1 台 7,800 7,800 教學用 應用日語科 

 

75 托尼非語文智力測驗 

含:指導手冊 2 本、普及版/幼兒版甲乙題本

各 1 本、甲乙計分鑰各 3 張、答案紙 100

張 

1 套 2,620 2,62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76 幼稚園兒童活動評量表 含:指導手冊 2 本、綜合分析表 100 張 1 套 1,500 1,5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77 
學前兒童提早入學 

能力檢核表-教師版 
檢核表 100 份 1 套 1,000 1,0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78 幼兒感覺發展檢核表 
指導手冊 2 本、檢核表 100 張、評估表 100

張 
1 套 1,440 1,44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79 集塵器 

1.機械尺寸：530±30mm*960±30mm 

*960±30mm。2.馬達：1/2HP。3.重量：18±3 

kgs。4.配件：集塵袋規格：約 3 cubic ft（立

方呎）。5.集塵膠管：約 4"。 6.圓形壓克

力製透明抽煙罩。7.保固期 2 年。 

2 台 9,500 19,000 

 

教學用 

 

物理治療科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2,55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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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木製診療床 

1.約長 186cm*寬 65cm*高 66cm。2.整體材

質採高級杉木製造。3.床面採聚合泡棉上

舖乳膠皮。4.腳柱採約 7cm*7cm 高級杉

木。5.保固期 2 年。 

5 床 3,200 16,000 教學用 物理治療科  

81 觸覺遊戲箱 規格：36 * 20 * 35(cm)。 2 組 4,375 8,75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82 幾何圖形組合組 
1.尺寸：整理盒 35 * 18.5 * 8(cm)。2.有 18

張示範圖。 
1 組 5,600 5,6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83 數學運算教學組 
1.盒子尺寸：34 * 20* 6(cm)。2.有 16 個圖

形籌碼。 
1 組 7,350 7,35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84 圓點排列組合遊戲組 
盒子尺寸：32 * 22 * 7(cm)，2.12 張教學操

作示範。 
1 組 6,650 6,65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85 大串珠 1.材質：塑膠；2.規格：260pcs 1 組 650 65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86 糾姿鏡 
1.長 60cm*寬 35cm*高 180cm。2.底座有四

個活動輪。 
2 個 8,000 16,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87 搖滾圈圈 
1.材質：高級塑膠。2.規格：1/4 圓* 4 個。 

3.每片尺寸：93 * 42.5 * 13(cm)。 
1 組 9,400 9,4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88 膝關節支撐架 

1.材質：木製，上舖乳膠皮，中層為 6m/m

厚棉墊。2.規格：70* 18 * 4.5(cm)(角度可

調整)。 

1 組 4,000 4,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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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楔型板 
1.材質：木質。2.規格：30 * 12* 12(cm)為

30 度。3.適用於踝關節(Ankle Wedge) 
5 組 2,850 14,25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90 手指伸展治療器 規格：30 * 30 * 1.5(cm)；吊繩為 PU 線。 5 組 5,000 25,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91 吉爾摩針 

１台須有 2 探針:初期探針：重：1/4 磅；

尖端直徑：2.13 ㎜；後期探針；重：1 磅；

尖端直徑：1.06 ㎜ 

9 台 7,000 63,000 教學用 

 

牙體技術科 

 

 

92 雙弧形肩關節弧架 
1.材質：不銹鋼、木製。2.規格：100 * 12 * 

70(cm) 
1 組 9,450 9,45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93 直立式扭轉螺絲組 
鍍鋅鐵、木製 30 * 11 * 30(cm)，分 4 種不

同粗細螺絲  
1 組 4,750 4,75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94 斜坡墊 1.長 183*寬 122*高 41 公分 2 個 8,950 17,9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95 木製診療床 

1.約長 186cm*寬 65cm*高 66cm。2.整體材

質採高級杉木製造。3.床面採聚合泡棉上

舖乳膠皮。4.腳柱採約 7cm*7cm 高級杉

木。5.保固期 2 年。 

10 床 3,200 32,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96 腕關節訓練架 

1.材質：木製支撐板、上鋪乳膠皮。2.規格：

30*12 *10(cm)，長 40cm 手腕綁帶 2 條，

手掌吊帶 1 組 

10 組 4,500 45,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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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迴轉椅 

1.椅面直徑為 30cm。2.高度可從 44cm 調

高至 73cm。 3.附四個 2"活動塑膠輪。4.

材質：整體為不鏽鋼材質，座墊為高密度

泡棉包覆皮墊。5.附輪加座墊。 

1 把 4,000 4,0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98 豆袋 
1.大小約 11cm。2.內含青蛙、烏龜、河馬、

小豬四種動物造型。 
1 組 3,200 3,2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99 嬰兒異物哽塞模型 

1.擬真之氣道特徵，可模擬壓額抬頭

及下顎上提手法、正確給氣時胸部

起伏、氣道皆可更換。 2.附件 :氣道

組 6 個、模擬異物 10 個、提袋 1 個

原廠、中文操作手冊 1 本。  

2 具 5,300 10,6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100 
零歲至六歲兒童發展 

篩檢量表 
指導手冊 2 本、題本兼答案紙 50 張 1 套 2,800 2,8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101 兒童感覺統合功能評量表 
指導手冊 2 本、學前版/學齡版評量各 50

本、計分錶及綜合分析表 100 張 
1 套 3,600 3,60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102 創意互動-建築積木 

1.正方形片積木(20*20cm)44 片。2.長方形

片形積木(40*20cm)20 片。3.三角組合積木

(28.3*20cm)4 片；積木合計:68 片；每組附

造型開啟器 4 個。 

1 組 4,390 4,39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103 調理臺 長 120*寬 60*高 190(cm) 1 台 7,560 7,56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104 護理臺 長 120*寬 60*高 88(cm) 1 台 6,510 6,51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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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沐浴臺 長 120*寬 60*高 88(cm) 1 台 6,510 6,510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106 幼兒圖書櫃 
1.木心板貼薄片、原木色。2.長 120*寬 30*

高 90(cm)。 
3 個 2,814 8,442 教學用 幼兒保育科  

107 血糖機 

1.長約 5-6cm、寬約 9-7cm、高約 1-2cm、

可採全血檢體、測試結果時間約 1 分鐘以

內、具顯示螢幕、使用鈕釦型鋰電池。 

2.附試紙 50 片(有效期限一年內)、採血針

50 支、採血筆、開機校正片及收納包。3.

保固期 1 年。4.非大陸製。 

10 台 3,800 38,000 教學用 

 

護理科 

A504 教室 

 

108 牙齒模型 

1.仿真牙，約實物 3 倍大，尺寸約

180*180*180(mm)、高強度塑膠材質製、

具教學齒縫。2.附牙刷一支、牙線。3.保固

期 1 年。4.非大陸製。 

1 組 2,400 2,400 教學用 

 

護理科

A315 教室 

 

109 集塵器 

1.機械尺寸：530±30mm*960±30mm 

*960±30mm。2.馬達：1/2HP。3.重量：18±3 

kgs。4.配件：集塵袋規格：約 3 cubic ft（立

方呎）。5.集塵膠管：約 4"。 6.圓形壓克

力製透明抽煙罩。7.保固期 2 年。 

6 台 9,500 57,000 

 

教學用 

 

物理治療科  

110 邁阿密頸圈 
1.下巴到肩膀的長度：7.6cm。2.頸圍：25.4

到 50.8cm。 
2 個 7,400 14,8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111 透明斜口杯 
1.材質：塑膠。2.斜口設計，飲用時不需仰

頭或移動頸部 
2 個 700 1,400 教學用 職能治療科  






